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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各个临床学院和教学医院积极参与医学部的教学改革，努力建

设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基地，充分发挥核医学专业学科特点以及各个临床学院的优势，

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一、师资队伍稳定，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重视师资队伍及人才梯队建设，除不断增加高学历新人外，加强各职称层

次人员的知识与技能培养与提高，使学系师资队伍的素质持续提升。目前核医学系正高级职称人员

13 人，副高职称人员 22 人，中级职称人员 26 人，其中承担教学任务的有 56 人，师资队伍稳定。 

二、认真完成各类教学任务，重视教学环节的管理，加强对青年医师的培养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8 年制、5（6）年制、夜大专升本等教学任

务，学系全年共完成 352.5 学时的教学工作量，比 2015 年的教学量（334.5 学时）略高（5.4%）。学

系教学改革与课程整合持续进行，充分发挥资源整合和共享作用，为各教学医院完成教学任务提供

了根本保证。 

严格遵守医学部和教育处教学工作规章制度，重视各个教学环节的管理。坚持集体备课、科内

试讲和教学专家督教制度，重新修订的教案和课件，确保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根据上一年度的

试卷分析结果，调整部分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同时进一步更新和扩充试题库。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教学互动，激发学生透过影像结合病史分析解决问题的临床思辨能力，要求

教师围绕核医学科实际病例展开临床结合影像的教学活动，课堂上应用提问与回答的讨论式教学，

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及大影像内各分支学科交叉融合应用能力。 

做好教学档案整理归档。如教学运行记录：课表、教学进度表、见习轮转安排、授课记录、集

体备课记录等；试卷：含命题小组成员名单、试卷、参考答案、学生试卷、考试双向细目表、试卷

分析、考场记录等；教学质量监控档案：学生、同行、专家评教记录、评价结果分析、反馈与质量

改进纪录等。在 2016 年医学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校内检查中获得肯定，为迎接 2017 年的教育

部本科教学评估打下坚实基础。 

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适当安排年轻教师承担部分教学任务，尽量让青年教师参与到临床带教

工作中，并严格执行授课准入的科内试讲制度和教学专家督教制度。学系积极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各

类讲课比赛，促进青年医师教学能力的不断提高。如世纪坛医院文哲医师获得 2016 年 7 月在哈尔滨

第十四届中国心血管核医学学术交流会暨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学术年会举行的“2016 年一枝独秀

核医学演讲比赛”二等奖；北大医院崔永刚医师获得 2016 年院级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优秀奖；肿瘤医

院李囡医师获得 2016 年院级青年教师教学演示竞赛导师组一等奖和导师组最佳教案奖。同时学系积

极创造条件促进青年教师做好基础和临床科研，使医教研相长。令人可喜的是北大医院康磊医师获

得 2017 年北京市“科技新星”称号。 

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充分利用国际交流平台，促进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北大医院核医学科康

磊医师荣获首批中-美核医学会资助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核医学医师培训资格；北

大医院核医学科张建华医师应邀参加 2016 年 8 月 21 日至 24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 2016 年国际

神经影像与介入放射学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oimaging and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2 / 104 

并与客座教授周云教授和共同担任该分会场主席；肿瘤医院硕士研究生张玥伟参加 2016 欧洲核医学

年会（29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Nuclear Medicine，EANM ’2016）。 

三、积极参与教材建设，为建设新时期核医学教材继续努力 

核医学系一直致力于教材建设，积极主编和参编各类教材和专著。核医学系主任、北大医院核

医学科主任王荣福教授申报主编 “十三五”普通高等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即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核

医学》第 9 版及配套教材，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多名教师申报参编，充分显示出核医学系教师团队

的实力。 

 此外，北大医院核医学科积极参与科学出版社《临床病例相关数据库》中《核医学专业病例库

60 道试题》命题编写，科室 13 位教师参加病例库试题撰写，大家齐心协力，出色完成编写任务。 

四、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基地的管理，切实提高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水平 

在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科教处、北京市医学教育协会、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及医学

影像专科委员会和各临床学院教育处的领导下，核医学专业基地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规范有

序进行。2016 年 7 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经北京市卫计委批准成为规范化培训基地，并招

收两名学员。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核医学专业基地均完成对指导教师资格确认和聘任工作，为住培

工作更好地开展提供保障。2016 年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核医学专业基地共有在培住院医师、研究生

等各类人员 133 名，比 2015 年（96 名）增加了 38.5%，充分显示出核医学系住培基地的培训实力。 

2016 年核医学专业基地重点加强了规培的过程管理和指导教师工作的规范化。按照培训细则要

求和规培基地评估指标，制定并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入科教育、轮转安排、出岗考

核、出科考核等，每项都严格管理。每天坚持审片和读片，不定期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及时了解培

训学员学习成长状况，提高规培学员临床诊断技能。全年每周安排住院医师培训课程和科内小讲课，

提高规培学员理论知识储备和业务水平。加强日常教学和考核工作中的评估与反馈，定期举办座谈

会征求轮转学员对科室教学工作的意见，以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基地指导教师积极参加全国、

北京市和临床学院教育处组织的各类培训班，不断提高指导教师带教能力和考核评价能力。 

本年度核医学系在住院医师规培教学改革方面所做的重大举措是，以人民医院牵头主持尝试了

通过微信平台对住院医师进行核医学基本知识与技能培训。本学系所属的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

医三院、北京医院及北京肿瘤医院均提供了非常具有教学意义的典型病例，同时北京市内的多家核

医学专业教学基地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每周定期发布教学病例，实现了教学资源共享。目前平台

关注人数已达 1400 余人，阅读人数已超过 1 万人次。此平台在国内同行业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核医学系各个临床学院共同努力，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成绩显著，2016 年核医

学系圆满完成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阶段、二阶段和医学部研究生转博考核工作，圆满完成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基地动态评估工作。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荣福

教授获得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和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付占立和张建

华副主任医师获得院级优秀教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教授获得 2016 年度院级良师

益友奖、周妮娜医师获得 2016 年度院级教学管理先进个人奖。核医学系将进一步规范住院医师规培

工作，使其融入日常临床工作之中，成为每位规培指导教师的自觉行为。进一步优化轮转过程中的

各项安排并严格管理与执行，使规培学员能够学得更加扎实，能够在规范化培训中切实提高临床理

论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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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申报本科教学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课题，助力教学改革 

2016年核医学系所属北大医院核医学科承担医学部“基于MOOC教学模式的核医学网络教学资

源开发与建设”教学研究课题，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探讨核医学 MOOC 教学模式。目前该课题

已完成大部分教学知识点、试题以及教学互动话题的编写，正在进行录课资料准备。同年北大医院

核医学科王荣福主任积极申报北京市医学教育协会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住培项目“北

京市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分析”的课题研究，教学研究课题进展顺利，旨在完善

和提高试题质量，提高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与评价水平。目前正在进行数据统计与总结。 

六、持续举办学系活动和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1. 2016 年 7 月 25 日～29 日，北京医院举办了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第十期《优化 FDG PET/CT

临床应用》学习班（项目编号：2016-0904-227）。本次学习班授课专家阵容强大，由国内 PET/CT

顶级专家组成。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院核医学科姚稚明主任

主持开班仪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医院曾益新院长，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李亚明，

前任主任委员黄钢，候任主任委员李思进，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会长田嘉禾，北京医院核

医学科副主任刘甫庚等领导或授课专家出席了开班仪式，来自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 84 名学

员参加了学习班。  

本届学习班既秉承历届学习班的特色和优势，同时还创造了两个之“最”：一是授课专家阵容最

豪华，可谓是星光灿烂，有多名全国或地方主委级别的权威专家，他们的莅临指导使学习班的内容

和规模达到了新的广度和高度，学习班授课内容涉及 FDG PET/CT 在诊断各系统肿瘤的优化选择、

非 FDG 显像剂和 PET/MRI 临床应用、PET 设备进展、CT 和 MRI 发展和诊断要领、MRI 分子影像

等；二是学员数量创历届之最，共计 70 余名学员报名参加了本次学习班，充分体现了各兄弟单位对

学习班的支持和认可，每天的课程从上午 8 点持续到下午 5 点，老师及学员互动良好。就如李亚明

主委指出的那样：希望北京医院核医学科能“不忘初心”， 坚持“拓展、实用、特色”的办班宗旨，持

续发挥在行业继续教育领域的引领作用。 

学习班学员结业考试后，刘甫庚副主任给予点评，姚稚明主任、刘甫庚副主任和刘秀芹技师长

分别为考试成绩优异的优秀学员颁奖一、二、三等奖。经过 4 天紧张的学习，学员一致反映：学习

班彰显了以 PET/CT 为代表的分子影像学的临床优势，内容丰富精彩，特别突出临床实用性，收获

很大。 

2. 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办的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断与治

疗的临床转化应用》学习班（项目编号 2016-09-04-034）于 2016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5 日在福建省武

夷山市成功举办，共有来自全国 20 多家医疗卫生单位的 50 余名专家、医技人员参加了本次学习班。 

学习班特别邀请到全国核医学知名专家及科学研究的领军者就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断与治疗

的临床转化应用进行专题授课和临床病例讨论。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核医学科主任王荣福教授作开幕致辞，感谢来自全国的各位专家教授积极参与此次学习班授课，欢

迎来自福建省内及全国的学者同仁共同学习、推广核医学分子功能影像技术在转化医学中的应用。

其后，缪蔚冰主任代表中华医学会福建省核医学分会、邱长胜院长代表武夷山市立医院、何作祥教

授代表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分别致辞。 

本次学习班的培训内容最主要的特点是“临床转化应用”，各位专家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核医学

分子功能靶向诊断与治疗的临床转化应用最新进展为学员们做了生动详实的讲授。（1）在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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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展方面，王荣福教授就核医学进展及放射性新药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与实施做了全面而详尽的介

绍与解读；何作祥教授结合自身的临床研究经验，就核心脏病学的应用研究进展做了内容丰富的报

告；李小东主任详细介绍了粒子植入治疗的相关概念、法律法规、剂量学验证，并与学员们分享了

自己多年的应用体会；刘亚强教授从技术角度介绍了基于当今互联网的 SPECT 发展及技术创新，探

索与医师间的交流合作以更好地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赵新明教授金刚教授、季仲友教授、李勇教授、

冯彦林教授及我院的青年医师团队（范岩、付占立、张建华、张旭初副主任医师）也分别就临床中

的甲亢治疗、PET/CT 乳腺癌应用、癫痫应用、淋巴瘤靶向治疗、结直肠癌早期诊治、失蛋白性肠

病显像诊断以及骨质疏松的规范治疗等问题做了精彩报告。（2）在基础研究方面，缪蔚冰教授报告

了 RGD 多肽在整合素受体显像中的应用，张春丽研究员及闫平副教授分别回顾了肿瘤靶向放射性

药物、肿瘤血管生成显像、抗体类药物及体外分析技术的应用与研究进展等。此外，多位青年学者

也与学员们一起分享了如何开展核医学临床科学研究、申报专利、AD 分子影像及正电子药物等知

识进展。 

在为期 4 天的学习中，课程安排紧凑，授课内容丰富、基础应用研究与临床实践并重，课堂讨

论气氛热烈，学员们对本次学习班的内容安排及学习效果给予高度评价。王荣福主任在总结时感谢

了授课专家们的辛苦付出，也肯定了学员们的认真参会及积极讨论，希望与全国核医学同道们一起

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提出的“一县一科”发展目标，让核医学技术更好造福人

类健康。 

3. 2016 年 8 月 27 日～28 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第六届燕京肿瘤临床与 PET/CT 应用会

议》，这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继 2011 年 10 月成功举办“首届燕京肿瘤临床与 PET/CT 应用会议”之

后，连续六年的成功传承和发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300 余位肿瘤临床专家、核医学专家

与同道参与。本届会议专家讲座精彩纷呈，泌尿系统肿瘤 PET/CT 应用进展作为大会重点主题，北

京大学肿瘤医院泌尿外科杨勇教授、北京医院泌尿外科刘明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龚侃

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内科盛锡楠教授分别从不同角度详细论述了临床实践中

PET/CT 应用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为核医学工作者提出了临床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和肿瘤精准化治疗所带来的更高要求。会议同时举行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读片会和青年医师

优秀论文评选。 

七、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促进核医学学科发展 

1.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PUFM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JHUSOM）第四届国际

分子影像高峰论坛暨 2016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年会于 2016年 4月 28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科

研楼六层报告厅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及北京大学医学部核

医学系主办，北京核学会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协办，北京核学会秘书处杨桂香老师、北

京核学会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何作祥教授、副主任委员刘亚强教授和北京协和

医院核医学科副主任霍力主任医师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核医学学系各教研室主任以及骨干教师莅

临会议。会议邀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客座教授

Dr. Yun Zhou、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助理教授 Dr. Xing Yang、北京大学工学院生

物医学工程系李长辉副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卢洁主任医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朱华副

研究员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陈雪祺博士到会做精彩报告。与会者 60 余人，共同交流核医学分子影像

技术应用研究与转化医学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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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主任王荣福教授致开幕词，

王荣福教授首先对中美双方多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第四届国际分子影像高峰论坛以及

2016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年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王荣福教授回顾了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

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影像中心成立以来双方交流合作的成果并作出了展望。本次会

议共有中美双方的 6 位报告者（中方 4 位，美方 2 位）进行了汇报，既包括核医学及分子影像领域

的宏观回顾和展望，又包括具体的临床和科研方面的高端影像技术创新、分子探针制备及人体研究

的临床分析和评价等，内容丰富精彩，会议讨论热烈。每一个专题的报告都引发了与会者热烈的交

流与探讨，中美双方报告者高水平的精彩演讲，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 

会议最后由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核医学科主任何作祥教授做总结，他对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

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两校合作交流表示赞赏，并希望合作交流持续发展，同时进一步扩

大影响，并期盼明年这一盛会的再次举行。王荣福教授诚邀各位专家学者参加明年两校的第五届国

际分子影像高峰论坛。会后以王荣福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团队与 Dr. Yun Zhou、

Dr. Xing Yang 以及飞利浦医疗公司三方就进一步研究合作展开热烈探讨并获得初步规划，令人振奋。 

2. 2016 年 10 月 27 日，日本 PET/CT 专家一行来中国考察，参观和访问了北京大学第一院核医

学科，介绍他们如何开展 PET/CT 进行健康人体检，对早诊断、早治疗发挥很大作用，并介绍发现

癌症患者给与诊治指导。王荣福主任介绍目前中国 PET/CT 做肿瘤筛查，不做常规体检。希望双方

加强合作，多开展学术交流，使 PET/CT 技术更好为患者服务。 

3. 2016 年 12 月 8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分子影像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举行，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 Piotr Walczak 教授及 Yun Zhou 教授受邀参加此次会议，核

医学系主任及北大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荣福教授主持会议。 

Piotr Walczak 教授做“MRI-Guided Targeting of the Brain with Therapeutic Agents at High 

Efficiency and Specificity”报告，详细介绍了 MRI 引导下脑部疾病靶向治疗的最新进展，引起了大家

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Yun Zhou 教授同时也是北大医院客座教授，他简要介绍了定量分析领域的

最新进展，并就双方在多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提出了很中肯的建议。 

近年来，北京大学医学部核医学系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已举办多次国际会议。尤其是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影像中心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已举行四届分子

影像高峰论坛，成为业界知名的品牌会议，相信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学核医学系定会走在

国内前列，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八、 2017 年学系工作计划 

1. 在医学部的领导下完成核医学系换届工作。 

2. 积极参与医学部新一轮的教学改革，探讨作为选修课且可为学生接受的核医学课程教学方式

方法的改革与建设，探讨尝试通过微信平台开发新的教学模式，加强学生核医学诊断及临床思维能

力的训练。 

3. 进一步完善核医学专业基地规范化管理，完善住院医师轮转培训教学计划和实施过程，修订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手册核医学专业部分的内容。巩固基地教学资质力量，提高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水平。 

4. 加强核医学系各临床学院的沟通、交流与协作，促进各临床教研室教学的发展。调动核医学

学系力量，努力创造条件促进青年教师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培训，提高青年教师临床技能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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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5. 发挥核医学系的主导作用，积极申报和实施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鼓励各个临床学院积极参

与核医学学会的教学、科研和临床交流活动。 

6. 认真完成北京市医学教育协会“北京市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分析”研究

课题以及医学部“基于 MOOC 教学模式的核医学网络教学资源开发与建设”。组织申报和联合申报国

家或部委级教学教改课题，鼓励和督促发表教学论文。 

 

北京大学核医学系 

2016 年 12 月 20 日 

附图： 

 

 
图 1  第四届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分子影像高峰论坛及核医学系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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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京医院 2016 年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优化 FDG PET/CT 临床应用》学习班 

 

 

 
图 3   北大医院 2016 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核医学分子功能靶向诊断与治疗的临床转化应用》学

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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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肿瘤医院第六届燕京肿瘤临床与 PET/CT 应用会议 

 

图 5  核医学系住院医师规培微信平台 

 

第五届燕京肿瘤临床与 PET/CT 应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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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专业一阶段考核，核医学系主任王荣福教授主持考核

专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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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一、2017 年度传染病学系教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在医学部、各教学医院教办领导及学系主任领导下,通过各教学医院

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了 2016 年度的教学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把传染病学系 2016

度的教学工作简述如下。 

临床教学工作方面：学系各临床教学医院单位顺利完成了本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六年

制及专升本学生传染病学的理论及实习教学工作；坚持每一季度召开学系会议，讨论并解决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制定季度教学计划，集体备课 2 次，统一教学内容范围及重点，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传染病见习坚持高年医师专职负责制度，强调学生临床实际能力的培养，组织同学参加教学及临床

医疗查房，重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 

教学改革及教师队伍建设方面：2015 年度，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学系章程（草案）》规

定，按照医学部的要求,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 完成了传染病学系系主任及成员的换届选举工作。执

行教学记效制度，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量化考核，使教学工作量与教师各人的收入和职称评定相

挂钩，增加年轻教师的教学意识和积极性。注重年轻教师的培养，通过课前试讲、集体备课及讲课

比赛等方式，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 

今年 12 月份，学系举行了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参赛者演讲及幻灯片制作水平普遍高于往年，经

过激烈的比赛，评委的打分，最后得出以下的获奖名次：第一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谢艳迪大夫；

第二名：北京地坛医院的杨松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梁京津大夫；第三名：302 医院的程勇、藏红

大夫及中日友好医院的郭新珍大夫。 

每年一次的赵树馨教授奖学金评比工作是在各教学单位自行推荐获奖人选的基础上，由学系主

任及委员成员认真讨论决定，今年获此殊荣的大夫名单如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霍娜大夫、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的李晓波大夫、北京地坛医院的谢雯和邢卉春大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梁京津大夫、

302 医院的福军亮和刘晓燕大夫。 

 研究生培养工作方面：加强了各教学医院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成立研究生班，定期举行研究生

课题汇报会；安排科研型研究生跟老专家出诊，增加科研型研究生对医疗临床工作的了解。2016 年

各医院研究生招生及毕业情况如下：（1）北大医院感染疾病科新招研究生 8 人，研究生毕业 6 人；

（2）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研有 2 名科研型博士、1 名临床八年制博士顺利毕业，招收 1 名科研型博

士、2 名科研型硕士及 1 名临床型硕士;(3)302 医院招收北医硕士研究生 4 人，研究生毕业 6 人，其

中博士 2 人;(4)地坛医院招生北医研究生 8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6 名；1 名硕士荣获国家级奖学金，

2名硕士荣获校级三好学生称号，1名硕士荣获校级社会工作奖，1名硕士荣获校级社会实践公益奖。 

科研工作方面：各教学医院 2016 年度科研工作取得长足的进步，获各类资助项目及课题 136

项，发表文章 294 篇，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2016 年度获基金资助 2 项；发表论著 42 篇，其中 SCI 12 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获项目及基金资助 8 项，发表文章 19 篇。获奖情况：李晓波老

师获北京大学传染病学系赵树馨教授奖励金，谢艳迪主治医生获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青年教

师讲课比赛，荣获一等奖。2016 年度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项目及基金具体情况见表 1，发表论文情

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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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医院： 目前在研的各类基金项目共 266 项，在研经费 6882 万元，其中 2016 年度获批立项

各类基金 119 项, 获得资助经费共计 1917 万元。2016 年发表 SCI 51 篇，核心期刊 169 篇。主编出

版专著 4 部，副主编出版专著 2 部。获批专利 5 项，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1 项。 

北京世纪坛医院感染科：获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一项，发表核心和统计源论文 5

篇 

北医三院感染科：发表论文 4 篇，其中 SCI 1 篇。获北京市海淀预防学会纵向课题 1 项，横向

课题 1 项。 

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科：课题 4（北京市科委 1 横向课题 1 院内课题 2） 发表论文 4（SCI 1， 核

心 3）， 获奖 1（市级） 

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 

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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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2016 年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表论文情况 

序号 题目 杂志名 作者 

1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周期性发热综合征 1 例报告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6;36（9):819-821. 李俊,赵鸿,霍娜. 

2 脂肪肝患者常见问题解答 中国社区医师 2016;32（14）：38. 徐京杭 

3 一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护理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6;22:148-149. 张慧,刘玲. 

4 药物性肝损害患者预防与护理 今日健康 2016;15(2):218. 刘玲,陈培. 

5 小分子化合物抗病毒治疗丙型肝炎肝硬化 实用肝脏病杂志 2016;19（4）：398-400. 张霞霞,徐小元. 

6 夏秋季急性腹泻基层诊治要点 中国社区医师 2016;32（27）：5-8. 徐京杭 

7 维生素 K 缺乏或拮抗剂!诱导的蛋白质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 2016;43(4):217-221. 吴朝.赵鸿,王可等. 

8 提高对破伤风的认识,及时发现,合理治疗 中国社区医师 2016;31（34）：27-28. 徐京杭 

9 识别艾滋病,减少传播 中国社区医师 2016;32（7）：35-36. 徐京杭 

10 免疫功能正常成人巨细胞病毒感染 17 例 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 2016;9(5):453-455. 梁荣月,于岩岩,王贵强等. 

11 老年与非老年药物性肝损害的临床特征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2016;18-3-163-8. 逄丽丽,侯凤琴,杨婉娜. 

12 抗肝炎病毒的常用药物及临床应用评价 中国社区医师 2016;31（35）：13，21. 徐京杭 

13 酒精戒断综合征的识别与处理 中国社区医师 2016;32（23）：25,27. 徐京杭 

14 剪接因子 SF3A3 通过 PI3K-Akt 信号传导通路调控丙型肝炎病毒的复制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16;30(1): 30-33. 董晓琴,赵鸿,李亚茹等. 

15 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 实用肝脏病杂志 2016;19（5）：513-516. 古川,徐小元,熊辉 

16 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的预防 中华医学杂志 2016;96(33):2609-2610. 徐小元 

17 发热原因不明者需警惕布鲁菌病! 中国社区医师 2016;32（21）：26 徐京杭 

18 丙型肝炎直接抗病毒药物耐药相关变异的研究 传染病信息 2016;29(2)：116-120. 陈建宏,徐小元. 

19 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诊疗进展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6;36(3)212:215. 吴朝,赵鸿,霍娜等. 

20 丙型肝炎病毒相关的混合性冷球蛋白血症性血管炎 1 例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6;24(7):539-40. 吴朝,赵鸿,霍娜等. 

21 
北京地区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经治与未经治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直接抗病毒药

物的天然耐药突变分析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6;32（4）：711. 张玉,徐小元,曹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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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目 杂志名 作者 

22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for liver diseases in mainland of 
China.   

Hepatol Int.2016;10 (Suppl 1):S499. 赵鸿,李俊,王艳. 

23 
Societ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hinese Society of Hepatology,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China Foundation for Hepatit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hysicians in managing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Journal of Hepatology.2016;64: S458. 赵鸿,王贵强. 

24 
Serum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BB levels: a potential biomarkerfor the 
assessment of liver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2016;49:94–99. 

周继远,王贵强,闫琳琳. 

25 
Selected cytokines predicting liver histology in CHB patients with normal to 
mildly elevated ALT 

Hepatol Int.2016;10 (Suppl 1):S220. 王贵强,邓永琼,赵鸿. 

26 
Resistance-associated mutations to HCV protease inhibitors naturally pre-existed 
in HIV/HCV coinfected, treatment-naïve patients.  

Clinics and Research in hepatology and 
gastroenterology.2016; S2210-7401.  

曹颖,徐小元,鲍毅等. 

27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ological response and FIB-4 index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entecavir therapy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2015;11:21. 李妮,于岩岩,徐京杭等. 

28 
Pre-existing mutations related to Tenofovir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long-term nucleos(t)ide analogue drugs treatment by ultra-deep pyrosequencing 

Oncotarget.2016;9:2 张霞霞,徐小元,李敏然等. 

29 
PDGF-BB as a biomarker for the assessment of liver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Hepatol Int.2016;10 (Suppl 1):S496. 周继远,邓永琼,赵鸿. 

30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hysicians in managing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Journal of Hepatology.2016;64: S425. 赵鸿,王贵强. 

31 FibroScan 诊断不同慢性肝病肝纤维化的对比分析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6;32（8）：1513-1516. 陆海英,刘玲峰,徐小元等. 

32 
Effect of ALT on transient elastography diagnosing liver fibrosis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Hepatol Int.2016;10 (Suppl 1):S493. 邓永琼,赵鸿,周继远. 

33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erum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in Chinese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Receiving 7 Years of Entecavir Therapy. 

Chin Med J (Engl). 2016;129(8):929-935. 张霞霞,徐小元,李敏然等. 

34 
Des-c-carboxy prothrombin is a complementary biomarker in diagnos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atol Int.2016;10(Suppl 1):S479. 赵鸿,王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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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目 杂志名 作者 

35 
Complement 5a is an indicator of significant fibrosis and earlier cirrhosis in 
patients chronically infected with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2016;Sep 7. 邓永琼,王贵强,王贵强等. 

36 
Clinical Featur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in Treatment-naive Asia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HBeAg and Coexisting Precore and/or Basal Core Promoter Mutations 

J Clin Gastroenterol.Aug 22(Epub ahead of print) 潘启安,曾争,Yin P. 

37 
China HepB-Related Fibrosis Assessment Research Group. Serum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BB level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the assessment of liver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Int J Infect Dis.2016;49:94-99. 周继远,王贵强,邓永琼. 

38 
China HepB-Related Fibrosis Assessment Research Group. Complement 5a is an 
indicator of significant fibrosis and earlier cirrhosis in patients chronically infected 
with hepatitis B 

Infection.2016;Sep 7. 邓永琼,王贵强. 

39 
Baseline Quantitative 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Level strongly Predicts 
240-week Treatment Response in HBeAg-posi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Receiving Entecavir  

Hepatology.2016;64，supp1：925A. 徐京杭,宋浏伟,于岩岩. 

40 
A seventeen-year observation of the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clinical 
Campylobacter jejuni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erythromycin-resistant 
isolates in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16;42 ： 

28–33. 
周继远,侯凤琴,杨婉娜等. 

41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double-dummy, con- trolled, multicenter study of 
entecavir maleate versus entecavir for treatment of Chinese chronic hepatitis B 
predominantly genotype B or C: results at week 144  

Hepatology.2016;64，supp1：925A. 徐京杭,于岩岩,斯崇文. 

42 2015 年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解读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2016; 王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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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 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课题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起止年月 
经费总数 
（万元） 

1 
多元酚 HBs228 衍生物降低 HbsAg 水平及打破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

研究 
国家自然基金 潘孝本 2017.01-2020.12 70 

2 
新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表面抗原协同突变规律及其对病毒生物特性

的影响机制 
国家自然基金 高燕 2016.1-2016.12 12 

3 慢性乙型肝炎口服抗病毒治疗停药人群的队列研究  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魏来 2016.01-2019.12 150 

4 
内脏肥胖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瘦者 vs.肥胖者）发病机制中

作用：一项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患者的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医学部-密歇根大学医学

院转化与临床医学联合研究所 
魏来 2016.5-2018.5 283.33 

5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对 e 抗原阴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

应答的预测价值及其血清学转换机制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

(科研) 
杨瑞锋 2017.01-2018.12 5 

6 戊型肝炎患者血清标志物与 HEV RNA 的相关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

(科研) 
张海莹 2016.11-2018.10 5 

7 甲型流感病毒表面抗原协同突变规律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

(科研) 
刘雅芬 2016.11-2018.10 5 

8 健康教育对感染科门诊患者静脉规范使用抗菌药物影响的护理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

(科研) 
李颖 2016.11-2018.1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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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 年度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题目 杂志名 作者 

1 
HBcrAg Identifies Patients Failing to Achieve HBeAg Seroconversion Treated with 
Pegylated Interferon Alfa-2b. 

Chin Med J (Engl). 2016 20th Sep; 
129(18):2212-9. 

Ma H, Yang RF, Li XH, et al. 

2 
Treating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Chinese physicians' awareness of the 2010 
guidelines. 

World J Hepatol. 2016 Jun 28; 
8(18):762-9. 

Wei L, Jia JD, Weng XH,et al. 

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ver Disease Care in the USA and Urban and Rural China. Dig Dis Sci. 2016 Oct;61(10):2847-56. Yang M, Wu E, Rao H,et al. 

4 
CD4+CXCR5+ T cells activate CD27+IgG+ B cells via IL-21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Hepatobiliary Pancreat Dis Int. 2016 
Feb; 15(1): 55-64. 

Kong FY, Feng B, Zhang HH, et al. 

5 
Simeprevir plus peginterferon/ribavirin for HCV genotype 1-infected treatment-naïve 
patient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6 
May;31(5):912-20. 

Wei L, Han T, Yang D, et al. 

6 
A phase 3, open-label study of daclatasvir plus asunaprevir in Asia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virus genotype 1b infection who are ineligible for or intolerant to 
interferon alfa therapies with or without ribavirin.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6 Nov; 
31(11):1860-1867. 

Wei L, Zhang M, Xu M, et al. 

7 
Serum viral duplex-linear DNA proportion increases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liver 
disease in patients infected with HBV. 

Gut. 2016 Mar;65(3):502-11. Zhao XL, Yang JR, Lin SZ,et al. 

8 
The Lumipulse G HBsAg-Quantassay for screening and quantification of the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J Virol Methods. 2016;228:39-47. Yang R, Song G, Guan W, ,et al. 

9 
GII.4 Sydney_2012 norovirus infection in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in Beijing 
and its rapid evolution in vivo. 

J Med Virol. 2016 Feb;88(2):224-33. Mai H, Gao Y, Cong X, et al. 

10 
Association of 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ABC)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Viral Load in Patients with Genotype 1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CLINICAL LABORATORY 2016; 
62(9): 1643-1649 

Long Chen, Huiying Rao, et al. 

11 
Nationwide survey of specialist knowledge on current standard of care (Peg-IFN/RBV) 
and barriers of care in chronic hepatitis C patients in China.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6,Dec;31(12):1995-2003. 

Wei L, Li J, Yang X,et al. 

12 乙型肝炎病毒野生株和阿德福韦酯耐药变异株稳定表达细胞模型的建立和应用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6; 

50(4):351-356 
王江华,王雪艳,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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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目 杂志名 作者 

13 
HCV亚基因组复制子细胞培养上清外泌体HCV RNA的分离及其与胞内病毒水平

的相关性 
中国病毒病杂志 2016;6(1):17-21. 王江华,费然,王雪艳等 

14 应用+CRISPR／Cas9 系统靶向切割细胞内乙型肝炎病毒基因组的研究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 2016; 

30(1): 53-57. 
鲁宇青,韩进超,丛旭等  

15 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口服药物改变了什么? 实用肝脏病杂志 2016;19(4):385-389 罗碧芬,魏来 

16 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进展 浙江医学 2016; 38(9):596-597. 魏来 

17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美国肝病研究学会首次联合会会议纪要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6;24(1): 74-77 黄睿,饶慧瑛,陈红松等 

18 肝移植后新发自身免疫性肝炎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6;24(2): 147-151. 罗碧芬,魏来 

19 慢性 HBV/HCV 感染人群伴随的免疫相关表现 
临床肝胆病杂, 2016; 32(10): 

1870-1873. 
刘佩浩,饶慧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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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传染病学系工作计划 

1. 为了适应教育教学改革需要，积极推进课程建设的进程，按医学部要求，拟组织各临床教

学单位对教学大纲和实习指导进行修订。 

2. 由于学校教学改革，传染病理论及实习课时缩减，拟召开传染病学系会议，讨论和制定传

染病理论授课病种及实习病种的调整及课时分配方案。 

3. 拟 2017 年启动传染病学 第四版（全国高等医学院五年制教材 北京大学医学教材）的编写

工作。 

4. 每季度召开学系会议 1 次，讨论和解决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各教学医院的相互了

解，共同提高和进步。 

5. 通过收集学生反馈意见及上级老师听课等方式，分析及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

高教学质量；对学生考试试卷进行分析评价，以统一各教学单位试卷的难易度。 

6. 拟举行集体备课 2 次，提高教师授课水平。 

7. 年终拟举办传染病学系“研究生论坛”学术活动。 

8. 年终拟进行赵树馨教授奖学金评比及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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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从 2004 年 12 月 30 号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走过 12 年的路程。妇产科学系

现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杨慧霞教授任学系主任。2016 年在杨慧霞主任的带领下，妇产科学系

在医教研三方面取得突出的成果。现学系成员共 23 家医院。 

一、延续北大妇产学系的一贯风格，认真搞好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一直是学系工作的重点，承担着本科生、研究生、住院医师和进修医师的教学任务。 

（一）妇产科研究生课程 

妇产科学系组织研究生课程已有 12 年的历史。2016 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继续秉承精简、优

化课程设置，强化、突出重点内容的精神，加强了对学生临床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授课人员为妇产

学系各领域的著名专家、外聘的院士以及相关领域知名人士。本年度选课的科研型、临床型硕士、

博士研究生 43 名，列席的还有低年主治医师、住院医师、进修医生等一百余人。 

（二）妇产科学系论坛和疑难病例查房 

2016 年妇产科学系继续组织开展每季度一次的妇产科学系论坛和疑难病例教学查房。本年度组

织了 4 次，分别是 2016.4 北大医院主办，2016.7 人民医院主办，2016.10 北医三院主办，2016.12 北

京医院主办，主题均为：临床疑难病例讨论。论坛、查房邀请著名专家就本次讨论的内容进行专题

讲座，并以病例为引导，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归纳总结，达到强化低年医生和医学生的基本临床机

能，拓展更新高年专科医生知识领域，实现共同进步、提高的目的，受到广大学系成员、住院医师、

进修医师的一致好评。同时,查房为很多疑难病例患者解决了实际问题，整体提高了学系的学科发展

水平。 

（三）妇产科临床技能培训课程开课 

2016 年还一直筹备新开了新的临床课程，妇产科临床技能培训课程，该课程融合在研究生日常

临床工作中，使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更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掌握临床专业知识。该课程

即将于下学期开课。 

二、科研工作再创新高 

（一）科研基金：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共获科研基金 7230.26 万，较去年增加了 1385.13 万。（其

中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卫生部、财政部等国家级项目资助共计 6589.96 万，北京

市、北京大学、省部级等资助共计 640.3 万元。 

（二）发表论文：以妇科肿瘤、妇女保健及围产医学、生殖医学为主要发展方向，在国外杂志

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11 篇，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00 篇。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这些

都表明妇产科学系的科研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成果推广：为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培养进修医师近数百名名。妇产科学系举办围

产医学、宫颈癌、盆底疾病、妇科内分泌及辅助生殖技术等妇产科专科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二十余

项，为我国妇产科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四）各种获奖和专利：2016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杨慧霞教授获得“2017 年度科技北京百名

领军人才”荣誉称号，并在 2016 年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管理人员评比中获得第一名；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等的研究“肿瘤微环境对子宫内膜癌生长及转移的机制研究”获 2016 年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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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技奖二等奖，乔杰等的研究“女性生殖细胞成熟及发育潜能的机制研究”获 2016 华夏医学科技

进步一等奖；北医三院宋雪凌、马彩虹“一种双腔心形宫腔球囊支架”“ 一种子宫黏膜下肌瘤牵拉钳”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李环等的研究“女性盆底功能障碍疾病防治技术研究及推广应

用”获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二等奖，吴瑞芳等的研究“HPV 检测作为宫颈癌初筛的大人群筛查模型

建立及推广”获深圳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李环等的研究“低频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盆底肌肉锻炼对

产后女性盆底肌力减退治疗的疗效评价” 获深圳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五）学术任职：北京大学妇产科教授分别担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会主任委员、妇产科学会

妇科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北

京分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医

师协会妇产科分会会长、卫生部继续教育项目妇产科专业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并有多名教

授分别担任医学会和医师协会常委、委员、青年委员，学会各学科组组长、副组长及成员，在全国

妇产科界占有重要地位。 

（六）参编杂志：北京大学妇产学科主办国家级核心期刊《中华围产医学》，《中国妇产科杂志》，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中国计划生育与妇产科学杂志》并承担了《国际妇产科杂志》《国际妇科

杂志 中国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ical Cancer-China）、《医学参考报妇产科频道》的出

版编辑工作，为国内乃至国外的妇产科同道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对外交流方面，北京大学

妇产学科不断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并积极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与国际多位知名教授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 

三、临床医疗工作成绩斐然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承担了大量医疗任务，床位数已达到 1304 张。2016 年门诊量超过 263 万

余人次，收治病人 10 万余人次，手术超过 6.3 万人次(包括门诊和住院病人) ，为北京、全国的女性

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承担着 6 个北京市城区及远郊县的危重病人转诊，为保证急危重

症的安全诊治和减少孕产妇、围产儿的死亡率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在国内率先

开展腹腔镜肿瘤细胞减灭、盆底功能重建、盆底整形手术、注水腹腔镜、胎儿镜、绒毛及外周血 FISH、

绒毛活检、脐血穿刺、单孔腹腔镜、卵母细胞激活技术、宫颈冷冻治疗等新型治疗项目，不仅使患

者受益，同时也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奖项。 

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共同申请的国家临床医学中心于 2015 年正式启动，

并进行了相关的临床和科研研究，相关的平台已经建立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相应的工作。 

四、2017 年计划 

2017 年首先继续既往的风格，认真做好教学工作，加强研究生的培训工作。新开展的临床技能

培训课程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完善和评估。继续进行学系每季度一次临床病例讨论，并在年终时进行

青年论文比赛。在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中继续努力，将国家临床医学中心的项目完成好。 

总之，北京大学妇产学科学系的同仁们经过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使北京大学妇产科学习系跻

身于国内妇产科学界领先位置，并在国际妇产科界具有了有一定的影响。今后将继续努力，争取更

多国内外合作机会，使北大妇产科学系跻身国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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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性病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一、2016 年度工作总结 

2016 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皮肤性病学系辛苦又丰收的一年，十五家成员单位（北大医院、人民

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积水潭医院、世纪坛医院、首钢医院、民航总医院、

仁和医院、306 医院、302 医院、航天中心医院、深圳北大医院和北大国际医院）在医疗、教学、科

研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皮肤性病学系门诊量合计超过 140 万人次，其中北大医院和北医三院都超过 20 万人次；北医三

院、航天中心医院和首钢医院保留了皮肤科急诊，其中北医三院皮肤科急诊人次 8739 人次；出院人

数合计超过 2000 人次，其中北大医院为 843 人次，北医三院为 460 人次。2016 年，皮肤性病学系

共毕业硕士 22 人，新招硕士 26 人，毕业博士 14 人，新招博士 17 人，在读硕士 73 人，在读硕士

50 人；各学系成员单位不同程度上承担了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学员等不同

的教学任务；举办或参加了一些继续教育学习班。2016 年，皮肤性病学系共发表文章 165 篇，其中

SCI 文章 60 篇，SCI 论著 41 篇，国内核心期刊文章 104 篇，核心期刊论著 45 篇，新增基金 32 项，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9 项；尤其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成果卓著，北大

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34 篇，其中 SCI 论文 19 篇，其中论著 10 篇，国内核心期刊 15 篇，其中论著 10

篇；人民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24 篇，其中 SCI 论文 16 篇，其中论著 11 篇，国内核心期刊 8 篇，其

中论著 2 篇；北医三院发表论文总共 27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国内核心期刊 25 篇，其中论著 16

篇；中日友好医院发表论文总共 27 篇，其中 SCI 论文 5 篇，其中论著 5 篇，国内核心期刊 22 篇，

其中论著 6 篇。 

皮肤性病学系成员单位之间注重交流，各医院之间不定期举办学系交流及学员培训活动。2016

年 6 月 21 日，由皮肤性病学系系主任单位北医三院主办了“北京大学皮肤性病防治中心及皮肤性病

学学系研究生毕业论文汇报会”。会议由皮肤性病学系主任张春雷教授和北京大学皮肤性病防治中心

主任李若瑜教授共同主持，共有 50 多名师生积极参加，参加人员不仅限于既往的北京大学皮肤性病

中心的三家医院，扩展到北京大学皮肤性病学系 15 家医院，启发了学系各单位师生的学术思考并了

解各家医院学术发展的特长。经过激烈的角逐，评选出了一等奖一位：北大医院吴伟伟同学；二等

奖两位：北大医院王昕彤同学，北大医院张淑贞同学；三等奖三位：北大医院孙静茹同学，人民医

院王雨馨同学和北医三院吴芳妮同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李若瑜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建中教

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张春雷教授、卫生部北京医院常建民教授、解放军 306 医院吕世超教授等导

师团的精彩点评让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都感到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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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皮肤性病防治中心及皮肤性病学学系研究生毕业论文汇报会 

 
北大医院涂平教授在北医三院皮肤科病房进行主治医师教学查房指导 

 

皮肤性病学系注重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具体举措包括：1. 设立培训系列课

程，加强对基本理论和技能的培训；2. 严格参加教学查房制度；3. 加强考核，每次考核后根据考核

结果，科室教学骨干针对此总结再进行个体化辅导；4. 加强医疗管理，落实监管措施，提高病历质

量；5. 积极参与网络教学，如参与皮肤性病学慕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做到教

学资源共享。 

皮肤性病学系注重创新，如北大医院在 2016 年度新开展了水杨酸换肤；人民医院新开展了皮肤

外科、Recell 术治疗白癜风和肉毒素注射、填充；中日友好医院新开展了皮肤 CT、皮肤镜、离子束

瘢痕治疗平台、profile 皮肤修复平台、月光脱毛平台；北大深圳医院新开展了针剥治疗痤疮瘢痕和

白癜风自体表皮移植；积水潭医院新开展了射频治疗和 Visa 检测；航天中心医院新开展了皮肤镜、

光动力；解放军第 306 医院新开展了红宝石激光治疗色素斑和皮肤美容微创注射治疗；等等。 

二、皮肤性病学系 2017 年度工作计划 

（一）第一季度（2017 年 1 月至 3 月）： 

拟在 1 月中旬举办皮肤性病学系 2016 年度工作总结和 2017 年度工作计划讨论会，充分交流，

共同发展。 

（二）第二季度（2017 年 4 月至 6 月）： 

拟举办年度皮肤性病学学系研究生毕业论文汇报会，进一步激发导师和学员的科研灵感； 

落实增聘同为北医教学医院的地坛医院皮肤科、煤炭总医院皮肤科、儿研所皮肤科为学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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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进一步扩大学系队伍。 

（三）第三季度（2017 年 7 月至 9 月）： 

拟举办皮肤性病学学系疑难病例讨论及规范化诊疗指南及研究进展学习教程，尝试利用网站和

移动公共平台媒介，发布科室信息，特色医疗，医学科普，研究进展等内容，树立学系品牌形象。 

（四）第四季度（2017 年 10 月至 12 月）： 

进一步加强交流，就科室教学、科研、医疗、梯队建设、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深入细化交流； 

进一步促进亚专业及特色医疗的建设； 

落实完善患者资料库，生物标本库的建设，建立随访体系；尝试成员单位合作建立数据库； 

撰写及提交总结和展望报告。 

学系主任   张春雷 

学系秘书   王文慧 

                                北京大学医学部皮肤性病学学系 

2016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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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学学系换届后的第一年，在现任学系主任姜玉武主任和各位副主

任的带领下，各成员单位密切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齐心协力，积极参与学系建设，使学系

在医教研各方面都取得硕果。 

一、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一直是学系的重点工作。2016 年通过定期举办学系活动，加强了本科生、住院医和

研究生等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一）本科生教学方面 

1. 见习教学工作交流：在 3 月份召开的儿科见习带教讨论会上，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

院、儿研所、首钢医院、民航总医院、航天中心医院、世纪坛医院八家成员单位分别介绍了各医院

见习带教具体情况，各医院目前都应用北医统一的儿科教学大纲，但安排见习的时间、大课总课时

和内容、见习安排、带教方式、出科考核内容均有不同，各有特色。通过交流，各成员单位统一认

识，认为应该注重带教老师集体备课、准入制度及其职责要求；注重教学评估和督导，评教评学；

注重应用新的教学方法（CBL、PBL、形成性评价等）；并且建议教学资源的交叉互补。 

2. 见习示范教学与集体备课：根据教学工作交流讨论中大家的问题，各单位在确定了见习大课

和带教的具体安排后，展示给学系成员单位，大家互相听课学习讨论。在今年北大医院儿科见习大

课和带教中，首钢医院派师资参与，北大医院也重新录制了一套儿科学大课视频，准备放到北京市

精品课程里供大家参考学习。北大医院和人民医院脱产带教老师一起进行了集体备课，互相学习，

互相借鉴。 

3. 命题方面：增加了本科生毕业考试和二级学科考试命题成员，儿研所老师参与了命题工作，

有利于学生培训和考核的同质化。 

（二）住院医教学方面 

为促进儿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2015 年 7 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在

组织专家听取三家医院儿科的汇报、并对人民医院和第三医院进行了实地考察以后，同意医学部提

出的以第一医院儿科为主体、联合人民医院和第三医院儿科合作培养儿科住院医师的创新模式。北

京大学医学部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发文继教字 194 号，提出了联合培养方案的框架内容。2016 年 1

月 15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继续教育处及研究生院，与三家医院教育处及儿科沟通后，进一步制定了

具体细则，从招生、管理、经费、培训、轮转、考核六大方面进行了细化，进一步落实联合培养方

案。目前，已有 5 名北京市儿科规培住院医师（人民 3 名，三院 2 名）和 7 名儿科专业型研究生（人

民 4 名，三院 3 名）纳入了北医儿科联合基地培养，运行顺畅。 

（三）研究生教学方面 

2016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和北大深圳医院）共招收研究生（含八年制二级学

科学生）74 名，毕业 60 名。为了促进研究生的培养，并互相交流探讨，北大医院儿科对所有博士

研究生集体开题。 

（四）专科医师培训方面 

今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启动了专科医师培训第二批试点，5 月份启动，6 月份完成细则，7 月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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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目前初步确定儿科有 10 个专科进行试点：综合儿科、呼吸、消化、新生儿、血液肿瘤、肾脏、

神经、心血管、重症、发育儿科。综合儿科 2 年，其他专科 3 年。总体采取 18 个月+18 个月的轮转

方式，也就是所有专科都有 18 个月综合儿科的培训（住院总、重症、门急诊），然后再根据各专科

情况进行 18 个月的专科轮转，最终达到初年主治医师的水平。最终每个儿科专科医师通过二阶段考

试，都会有综合儿科的专科医师培训证书，然后再通过各专科考试，拿到各儿科专科的培训证书。 

（五）继续教育方面 

2016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和北大深圳医院）共招收全国各地来的进修医师 244

名，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42 项。 

（六）师资培训方面 

不管本科生教学还是住院医师培养，师资都是决定教学品质的重要决定因素。从儿科学系层面，

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师资的培训。一方面，所有针对本科生、住院医的带教和大课都向学系成员单

位开放，促进观摩学习。另一方面，提供给学系成员单位免费集中师资培训的机会。比如，2016 年

11 月 5 日至 6 日，在北京国宾酒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成功主办了以“胜任力导向的儿科住院

医师培训”为主题的“2016 年北大儿科发展战略论坛-胜任力导向儿科医学教育分论坛”，是国家级继

续教育项目。来自国内 18 个省市 100 多位专家、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的特色之处在于除

了传统的讲座，还采用了工作坊的形式让参会代表充分参与讨论和学习。儿科学学系成员单位也积

极参与学习。 

（七）成果 

2016 年儿科学系共申请到教学课题 9 项，发表教学文章 4 篇。齐建光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和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管理奖；吴晔获中国医师协会“住院医师心中好老师”称号。 

二、科研工作 

2016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和北大深圳医院）共申请到科研基金 92 项（其中

国家级 21 项），科研经费 3574 万元（其中国家级 761 万元）；发表论文 346 篇（其中 SCI 论文 76

篇）；获专利 5 项，成果 1 项；举办学术会议 67 次。 

三、医疗工作 

2016 年儿科学系组成单位（不包括北医六院和北大深圳医院）床位数 1035 张，门急诊总量 361

万人次，收入院 62376 人次，为保障儿童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2017 年工作计划 

2017 年儿科学系继续定期组织学系内部活动，内容包括： 

（一）本科生教学工作 

继续学系层面见习集体备课，学生课表公开，鼓励互相学习；成立督导组进行巡查，提高教学

水平；准备召开各成员单位实习教学研讨会；生产实习地点适当交叉，弥补病种不足的缺陷，并让

学生体会不同层级医院的特点；争取开始建立儿科学学系层面的考试题库和标准化试题。 

（二）住院医师培养工作 

继续深化胜任力导向的儿科住院医师联合培养基地的培养模式，北大医院牵头，联合人民医院

和北医三院，统一招生、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考核，优势互补，让更多的住院医师受益。加

强各种题库（出科理论、技能、客观结构化病历、心电图、影像等）的建设。 

（三）研究生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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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研究生优秀论文交流会。 

（四）师资与培训 

各种教学方法的交流和示范，通过多种方式激励教师的带教热情。 

（五）其他 

医疗和科研等方面的合作；举办儿科学学系学术沙龙和年度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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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一、医学检验学系顺利换届并召开第三届全体委员第一次工作会议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学系第三届全体委员会议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下

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钟惠澜讲堂顺利召开。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蔡景一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分管教学的王建六副院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育处张斯琴处长、第二届检验学系主任—张捷教

授，第三届检验学系主任—王辉教授，副主任—杨铁生、徐国兵、王小林、屈晨雪主任、学系秘书

赵晓涛出席会议；同时出席的还有来自各附属及教学医院的委员、主任、教学骨干等。 

蔡景一处长代表医学部宣读第三届检验学系任命书并致辞，王建六副院长代表人民医院对王辉

主任表示祝贺。第二届检验学系主任张捷教授回顾了检验学系的发展历史历程，总结了 2012 至 2015

年的学系工作，随后第三届检验学系主任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王辉教授讲话。王辉教授首先对张捷

教授的既往的工作表示感谢，对各位领导及学系委员的到来表示感谢。之后王辉教授向大家介绍了

医学部检验学系招生现状及课程设置等情况，来自各个医院的委员们就所担任的教育教学的任务以

及今后的工作计划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二、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布置的各项任务 

（一）完成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 

2012 年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原有的 5 年制医学检验

专业（100304，原归属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专业，授予医学学士学位），现划归为医学技术类（1010）

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101001），学制 4 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由此今年在医学部教育处的统一

安排下，检验学系修订了适应于 4 年理学学士的培养方案。 

（二）完成课程设置及课程安排的修订工作 

根据前期调研，与其他院校相比，北大检验系的课程设置中，综合素质与基础课程与其他院校

对比学时偏长，导致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课学时被压缩且时间安排过于紧凑。同时收集 2010 至 2012

级检验学系同学的建议。最后在教育处的大力支持下，新的课程设置出台，将在 2016 级学生中实施，

主要涉及压缩综合素质及基础课程，增加临床课程的学习，临床检验专业课程的安排不过于紧张，

增加完成毕业论文的要求。 

（三）完成教学大纲的修订 

在教育处统一规划下，组织学系各单位进行了八门专业课（临床基础检验、临床血液学检验、

临床生化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临床输血、临床实验

室管理）的大纲修订，使之适应于 4 年制培养检验技术人才的需求。 

（四）完成教育部本科教学检查的教学评估工作以及检查任务 

在 2016 年北医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中，学系配合北医教育处完成大量的数据填报工作，包括：

学系的定位与发展目标、发展战略规划、学科建设规划、专业建设发展规划以及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等方面的内容。为教育部本科生教学评估检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得到教育处领导的肯定，并且

顺利通过了教育部进行的本科教学工作的检查。 

（五）成立新的检验医学专业教学委员会 

为适应医学教育发展的需求，在原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委员会、资深教学专家委员会及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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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委员会的基础上，参照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根据《北京大学本科医学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章

程（讨论稿）》（北医（2013）部教字 83 号）规定，广泛征求各学院（部）意见，成立了北京大学

本科医学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换届调整了资深专家委员会和本科教学工作委员会。检验学系配合

教育处的工作，确定了检验医学专业教学委员会组成名单。 

（六）配合教育处，开展招生工作 

2016 年 5 月 21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招生现场，对检验系招生进行宣讲，回答考试及家长的咨

询，发放宣传材料。 

三、以检验学系牵头完成检验系教学任务 

（一）完成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及实验课教学任务 

2016 年继续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检验系八门专业课（临床基础检验、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生

化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临床输血、临床实验室管理）

的理论教学，学系牵头，进行课程设计、课时安排、教师培训、集体备课以及组织考试等，北大第

一、二、三临床医学院、肿瘤医院、民航医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承担理论授课。三院负责课

程的实验课教学，有专职脱产带教老师。在学系成员单位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二）顺利完成 2012、2013 级学生生产实习任务 

附属北大一院、人民、三院承担实习任务，2016 年上半年承担 2012 级学生实习，学生人数 26；

下半年承担 2013 级学生实习任务，学生人数 25。按照统一的生产实习手册要求，在检验科进行各

专业轮转学习，专人管理教学，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出科考试，均顺利安全地完成实习任务。 

（三）2012 级学生毕业答辩 

2016 年 5 月 30 日，学系组织进行了 2012 级毕业答辩活动，展示了学生几年来学习的成果。此

次活动收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四）2012 级学生毕业分配   

顺利完成 2012 级毕业生的派遣工作。共计 26 人，其中工作的一共 8 人（检验科 3 人，输血科

1 人，病理科 1 人，感染科 2 人，公司 1 人），保研 17 人的和出国 1 人。 

（五）早期接触临床 

2016 年 7 月 7-8 日，2015 级检验系同学在附属北大一院、人民、三院进行早期接触临床的实践

活动。学生们在不同的医院、多个专业组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学习参观，对检验医学有了初步的

认识。 

（六）2016 级入学迎接新生活动 

2016 级新生入学后，检验学系组织三院教学相关负责人及教师准备了迎新工作，介绍了全学程

学生将要学习的课程，解答了学生的疑问，也对学生关心的推荐免试研究生、就业前景等做了介绍。 

四、以检验学系牵头完成其他各种教学相关活动 

（一）新教师试讲 

由于授课教师调整，对没有承担过此章节的课程的教师，进行试讲，由专家及学系委员进行评

估，合格者才可以进行理论授课。分别在人民医院以及北大医院进行了微生物、分子、管理，在北

大医院进行了血液、免疫课程的新教师试讲。 

（二）集体备课 

由于第一次使用新的适用于 4 年制的教材，所以要进行课程授课及学时的调整。学系组织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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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教学的单位在课程授课开始之前，进行相应课程的集体备课，基本涵盖各个专业。 

（三）科研沙龙 

以学系牵头，分别组织了三次科研沙龙活动：2016 年 5 月 11 日-徐国宾主任为召集人，题目：

血浆游离肿瘤 DNA 的高通量精准检测与临床应用新进展；2016 年 9 月 20 日-屈晨雪主任为召集人，

题目：多参数流式细胞技术的临床科研应用进展；2016 年 10 月 25 日-崔丽艳主任为召集人，题目：

感染免疫检测的临床应用进展，参加者有检验系学生、研究生、检验科工作人员等，沙龙内容不同

凡响，不仅学生能够早期接触检验新技术，同时也提高了检验从业者的业务水平。  

（四）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2016 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逸夫楼进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来自多家学系单位的共 16

名参赛选手参赛，涉及检验的各个专业组，向大家展示了青年教师的风采，同时提高了教学意识及

教学水平。讲课比赛最终经过激烈角逐，由专家评委评出一、二、三等奖共六名。 

（五）参加检验教材的编写工作 

组织学系成员教师申请医学院校 5 年制教材的编写工作，以及研究生教材的编写工作。参加人

民卫生出版社多个教材编写，包括《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副主编以及《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

术》-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立体教材的编写。 

（六）参加海口教学会议 

学系派出教学骨干教师参加了 2016 年 11 月 18-21 日海口举办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专

业校际学组教学研讨会，认真学习了会议精神并与与其他检验院校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为提高北医

检验教学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七）其他教学工作 

学系附属成员单位，负责除检验系教学之外的，还承担各种教学任务。包括八年制的实验诊断

教学工作（理论及脱产带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教育工作，其他院校的实习任务等等。 

五、以学系为主办或协办单位，开展各种继续教育项目 

2016 年成功举办国家级、市级、会级继续教育项目共 3 项，参会人员踊跃。2016 年 7 月 16-17

日在北京湖北大厦，于中华医学会音像出版社联合举办了“2016 年北大临床微生物与感染高峰论坛”； 

2016 年 9 月 16-18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逸夫楼举办了由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和中

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办，美国微生物学会支持的“美国临床微生物学杂志论文设计暨写作研修班”，

检验学系为协办单位，提高国内学者在 JCM 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接收率，使国内临床微生物学者与

JCM 杂志编委面对面交流； 

2016 年 12 月 22-24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逸夫楼召开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检验学系 2016 年学术

年会暨“临床实验室检测的标准化和新技术推广应用”学习班。会议既有特邀知名专家的精彩报告，

也有检验科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分享；既有青年教师讲课的风采展示，也有科研成果的呈现。加强

了学系各临床附属以及教学医院之间的沟通，强化教学意识，提高教学质量，共同绘制检验学系愿

景计划。 

六、2017 年检验学系工作计划 

2017 年学系的工作重点如下： 

（一）建立并完善各项检验教学管理制度，建章立制。 

（二）加强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科研训练，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同步进行，研讨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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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 

（三）继续开展 3-4 期科研沙龙。 

（四）2017 级以检验学系教师进行授课，开设《检验医学导论》，研讨具体实施细节。 

（五）2016 级检验系学生开始实施新的课程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调研实施情况，收集反馈意

见。 

（六）加强新教师以及任课教师的培训，加强教学督导以及青年教师的培养。 

（七）广泛深入开展各个院际、校际之间的交流合作，涉及教学、医疗、科研、管理等多方面。 

（八）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布置的各项任务。 

（九）以学系为主导，继续开展各种继续教育项目。 

（十）以学系为主导，完成检验系教学任务，以及八年制实验诊断学、护理部、医学实验课程、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各层次教学任务。 

（十一）具体检验系教学日程计划表： 

1、2017 年 1 月总结 2016 年学系工作及学系年会的事务，进行宣传报道。 

2、2017 年 2 月~4 月，医学检验系 2014 级开始«临床医学概要»学习，与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共同对教学计划、教学实施、学生生活进行管理，进行广泛地教学交流，为后面此部分增加学时做

调研及准备工作。 

3、2017 年 4 月在专业理论课程开始前，进行新教师试讲、集体备课，请检验专家进行评估。 

4、2017 年 4 月~ 8 月，开始进行医学检验系 2014 级临床检验基础、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

生物化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临床实验室管理、临

床输血学检验 8 门专业课的学习，理论授课由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肿瘤

医院、民航医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共同承担，实验课由北医三院承担。 

5、2017 年 6 月，医学检验系 2013 级完成实习，参加毕业考试、毕业教育、资格审查、就业指

导。继续举办毕业论文/综述答辩，鼓励完成一篇科研论文。 

6、2017 年 7 月，医学检验系 2016 级早期接触检验课程，由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

共同承担。 

7、2017 年 9 月，医学检验系 2017 级迎新工作。 

8、2017 年 9 月~2018 年 5 月，医学检验系 2014 级生产实习工作。 

 

医学检验学系 

2016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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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医学检验学系顺利换届并召开第三届全体委员第一次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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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种继续教育项目 

 

 

2016 年北京大学医学检验学系年会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奖选手与学系委员、资深教师、评委专家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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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级医学检验系学生毕业答辩风采以及答辩后与教师合影留念 

 

 
开展多期科研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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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工作总结 

在 2016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学系在学系的平台建设，23 家委员单位的协同发展，北医

麻醉学品牌的打造，临床及转化医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本科生、研究生、继续

教育等多层次的教学工作，以及临床轮转工作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 2015 年的工

作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 

目前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学系的系主任北医三院的郭向阳教授主要负责学系的学术平台搭建、

年会和学术品牌的搭建、以及各方面工作的整体协调，系副主任北大医院的王东信教授主要负责学

系研究平台的建立和多中心研究的开展，尤其是学系研究资源的整合工作，系副主任人民医院的冯

艺教授主要负责学系教学工作的开展，主要包括麻醉学独立开课的工作和教学培训资源的整合，系

副主任肿瘤医院的范志毅教授主要负责学系的宣传和历史传承工作，系副主任中日友好医院的李成

辉教授主要负责学系内部平台的搭建，23 家委员单位的整体协调和交流工作。此外 23 所附属/教学

医院的麻醉科主任组成的学系第三届委员会在学系核心组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从学系的层面开展

了一系列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活动，扩大了北京大学麻醉学系的影响力，并有效促进了学系的整体

发展和内涵建设。 

一、继续教育工作 

在 2016 年，各委员单位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工作，提高了麻醉学系的影响力，

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学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青年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1、麻醉学系年会：由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联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等 23 家附属/教学医院麻醉科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年会 2016 年会”

于 2016 年 8 月 5-7 日召开，年会设置了几大学术版块，包括转化医学与创新思维，围术期医学与脑

功能国际论坛，精准医疗与气道管理，特殊气道的处理策略，通气策略，循环系统监测和液体治疗，

个体化 CPR，疼痛基础与临床，多发伤麻醉管理，儿科麻醉，高危产科等学术版块，就“围术期医

学及多学科合作”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会议在去年年会的基础之上，在组织形式等各个方面进一步改进，将会议主席、学术版块讲者、

以及点评专家的讲解融为一体，保证了会议学术内容的质量和互动的氛围，为学员提供优质的学习

机会和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会议的内容结合北医麻醉学系多年来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成果，与国内外

同道分享我们研究成果，同时，会议邀请了大量海内外的顶级学术团队，采用学术讲座、病例讨论、

workshop 等多种形式，在大会汇报相关领域的前沿理论和学术进展，使得与会人员在围术期医学领

域受益匪浅，并体现出北医麻醉学系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2、各家医院举办数次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包括北大医院举办的“第二届围术期医学国际论

坛”，人民医院举办的“2016 年北京大学疼痛医学论坛”，北医三院举办的“麻醉新技术应用高级研讨

班”，中日医院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胸科麻醉会议暨国际胸科麻醉论坛”，深圳医院举办的“2016 年北

京大学深圳麻醉学论坛”等一系列高水平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作为年会的进一步延伸，

从各个角度促进了学系研究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为学系的发展、年轻医师的成长提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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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担并参与 2016 年北京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系列学术活动：作为北京市的重要麻醉学团体，

学系积极参与北京市各类学术活动，包括北京的年会，每 2 月一次的病例讨论，并承担了一次北京

市的病例讨论，由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和北医三院的临床骨干医生提供了高水平的病例分享，获得

北京市麻醉同道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二、教学工作 

在医学部教育处的帮助之下，学系所属 23 家附属/教学医院麻醉科出色的完成了临床医学、基

础医学、药学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住院医师、进修医师的教学工作，具体如下： 

1、深化教学改革，在保证大课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小班教学、以及以临床实践为主的

PBL、CBL 教学，帮助学生充分掌握教学内容，并通过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应

用。 

2、麻醉学独立开课 

麻醉学目前是临床二级学科，其本科生教学工作一直归在外科学总论中完成，所占教学比例较

低，成绩占 5 分（百分制），这与麻醉医生占临床医生的比例，以及麻醉医生所承担临床工作的复

杂性并不相符。 

麻醉学系在之前的工作中就一直将麻醉学独立开课作为促进麻醉学的教学改革，推进临床工作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进行。通过几任麻醉学系的领导一直以来的不懈努力，今年此项工作将在去年的

基础上进入的实施过程，并结合北医医学教育的教改精神，确立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目标为开展麻

醉学的公共选修课，为提高本科生对麻醉学的认识，以及麻醉科作为重要的平台，对外科及围术期

医学起到的重要支撑作用提供持续改进方案。为达到此目标，由学系领导班子讨论麻醉学课程的具

体规模，课程设置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案，并在学系全体委员会进行扩大讨论，广泛吸取意见。同

时，向医学部领导汇报工作，听取领导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准备麻醉学课程的具体计划，以及相关

的申报材料。结合本学系以及国内外医学院校的教学经验，本项工作的开展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3、临床培训和教学工作，23 家附属/教学医院承担的北京和外省市大量的教学和培训工作，并

在临床教学方面锐意改革，建立了多个医学模拟人中心，通过临床与理论教学的融合，促进临床教

学知识层次的深度，使各级受训人员能够充分掌握围术期医学和麻醉学各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

能。 

本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一阶段培训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在此基础之上，北医麻醉学系也充分

利用自身多年的积累，积极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二阶段培训工作的准备，目前学系二阶段的培训计

划设置为三年，分为心胸麻醉、儿科麻醉、妇产科麻醉、以及高级综合麻醉四个方向，为麻醉医生

的进一步培养和发展提供平台，同时在教学和培训工作方面，也继续保持在全国范围内的引领地位。 

4、教材建设 

麻醉学系的杨拔贤教授长期以来担任外科学教材麻醉板块的主编，同时，学系的多位教授，包

括郭向阳教授、王东新教授、冯艺教授，在现代麻醉学、麻醉学、临床麻醉学、米勒麻醉学等一系

列国家级本科生、研究生和住院医麻醉学教材担任副主编、编委等职务。各附属/教学医院基于各自

的特点和工作、研究方向，还在积极参与国家级本科生、八年制、研究生等各级别教材的编写工作。 

三、住院医培训工作 

1、住院医师培训基地 

北医麻醉学系所属 23 家临床医院麻醉科均有住院医师正在进行规范化培训的工作，同时，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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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医院、积水潭医院和世纪坛医院是北京市麻醉住

院医师第一阶段规范化培训的基地，肿瘤医院等数家医院也在申请规范化培养基地的资质。同时，

各培训基地积极推进第二阶段规范化培训基地资质的申请工作，并进行一阶段培训工作的改革，提

高培训效果，保证培训质量。 

2、考核方式 

麻醉学系所属的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建立了包含基础理论、临床技能的一整套量化考核指标，在

临床培训的同时，加强教学和科研工作能力的培养，为受训住院医师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并有利

于进行阶段总结和深入改革，促进培训基地的良性发展。同时，在学系层面进行总体协调，促进学

系内部的交流和相互促进。 

3、提高住院医师基地的培训质量 

为提高各基地的培训质量，学系从提高培训教师的能力，设置临床培训导师制、开展师生互评，

开展学系内的教学比赛等角度开展工作，促进各基地的住院医师培训质量。 

4、医学模拟教学和临床技能教学 

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等住院医师培训基地，近年来均通过模拟人教学

中心开展了临床麻醉、急救复苏、重症监护等培训工作，弥补了临床教学培训的不完善之处。同时，

各培训基地应用模拟教学中心，加强气道管理，椎管内穿刺，神经阻滞等方面的培训，通过小班教

学、PBL 等形式，提高住院医师的临床技能水平，获得了培训效果的持续改进。 

5、医学人文方面的培训 

麻醉科作为医院的外科手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师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和多学科共同协作，

在人文方面的修养，以及沟通和交流能力的提升也是麻醉科住院医师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系所

属各培训基地也针对此方面内容进行培训，并向借助学系平台进行了培训课程的总体安排。 

四、研究工作 

立足于之前的工作积累，2016 年度学系所属医院麻醉科在核心期刊论文和 SCI 论文的发表，省

部级基金、院校级基金和社会基金的承担方面，均延续了前几年的较高水平并有所发展，尤其是学

系的王东信教授、郭向阳教授等多位教授在 Lancet、Anesthesiology、Front Cell Neurosci 等国际一流

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著，体现了北医麻醉学系的国际影响力，部分论著如下： 

Su X, Meng ZT, Wu XH, Cui F, Li HL, Wang DX, Zhu X, Zhu SN, Maze M, Ma D. 

Dexmedetomidine for prevention of delirium in elderly patients after non-cardiac surgery: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16 Oct 15;388(10054):1893-1902. 

Wu XH, Cui F, Zhang C, Meng ZT, Wang DX, Ma J, Wang GF, Zhu SN, Ma D. Low-dose 

Dexmedetomidine Improves Sleep Quality Pattern in Elderly Patients after Noncardiac Surgery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A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nesthesiology. 2016 Nov;125(5):979-991. 

Li Z, Mo N, Li L, Cao Y, Wang W, Liang Y, Deng H, Xing R, Yang L, Ni C, Chui D, Guo X. 

Surgery-Induced Hippocampal Angiotensin II Elevation Causes Blood-Brain Barrier Disruption via 

MMP/TIMP in Aged Rats. Front Cell Neurosci. 2016 Apr 26;10:105. 

麻醉学系在 2016 年继续将多中心临床研究作为重点工作，目前已有多个多中心研究正在进行中，

部分研究已有成果发表，部分正在运行的研究也有学系内部多个委员单位的积极参与，充分发挥了

北医麻醉学系的平台优势。学系在研究方面的另一个重点是转化医学研究，这方面的工作由系主任



 

 37 / 104 

郭向阳教授牵头，通过整合学系内部的资源，和基础医学院以及相关临床-基础研究平台的联合，在

基础和转化医学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工作成绩。 

五、学系的协调和整合工作 

目前学系由 23 家委员单位组成，对于各家医院的整合和协同发展，一直都是学系的工作重点，

这方面的工作由学系的副主任李成辉教授负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建立学系的专家库，梳理学系各委员单位的专家教授； 

2、根据学系所属医院的特点，建立有特色的住院医师培养计划，满足学系各委员单位的轮转和

培养需求，促进学系内住院医师综合能力的培养； 

3、学系所属医院举办的继续教育学习班，均借助北医麻醉学系的平台，扩大学术会议的影响力，

同时也促进学系品牌的建设，另一方面，学系各委员单位的学术活动，均对学系内部医院开放注册

和优先学习机会，促进学系内部的学术、临床水平的共同提高； 

4、在 2016 年度学习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文娱交流活动，丰富了学系内医师的生活，并促进医师

的综合发展，和学系内部的沟通交流。 

六、学系的宣传工作 

学系委员会在今年进行的讨论中，将学系的宣传工作，以及附属/教学医院的历史梳理工作，作

为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由学系的副主任范志毅教授负责推进，学系目前正在进行的宣传工作主要

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 

1、收集和完善北医麻醉学，以及北医麻醉学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并编辑成册； 

2、以医院为单位，建立各家医院麻醉学的发展历程和重要人物、事件的记录； 

3、完成北医麻醉学对中国麻醉学和医学发展推动作用的编年史和大事记； 

4、建设北医麻醉学系的网站，建立信息发布和交流的平台。 

七、临床工作 

在 2016 年，各附属/教学医院的手术量和临床麻醉例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在学系全体

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学系各家医院麻醉科均保持了较高的麻醉质量，麻醉并发症和围术期病人死

亡率较之前的年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时，可视化插管技术，经食道超声心动图，超声/神经刺激

仪引导下的多种神经阻滞等临床新技术的开展，使得临床麻醉，急救复苏、疼痛治疗等各方面的工

作得到持续发展，在国内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2017 年工作计划 

基于 2016 年的工作成绩和经验，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系制定了 2017 年的工作计划，具体如

下： 

1、拟在 2017 年，进一步开展本科生麻醉学选修课的申请和实施工作，争取尽早落实此方面的

工作。 

2、拟在 2017 年 8 月 4-6 日召开 2016 年度北医麻醉学系年会，年会初定 4 个分会场，考虑到

2016 年的年会参会人员情况，2017 年会将适当扩大规模，并在会议第二日由各委员单位举办

workshop。2017 年北医麻醉学系年会将邀请北医、以及国内外著名的麻醉和围术期医学的专家参会，

进行学术演讲，并开展学术交流。 

3、依托各委员单位的优势学科，进一步开展各个领域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继续教育项目，通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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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会议的开展促进学科平台的建设。 

4、积极落实数项多中心临床研究，并结合本学系的特色，开展前沿的基础和转化医学研究工作，

争取在 2017 年进一步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5、促进学系内部人员的交流，以及住院医师培训基地的互助，同时，学系各培训基地也将积极

申请二阶段的培训基地资质，保证培训基地的良性和持续发展。 

6、积极完成麻醉学系，以及北医麻醉学的历史梳理和收集工作。 

7、参与北京市和国内外各级学术会议，汇报北医麻醉学系的学术成果，建立学系的学术品牌，

同时开展定期的临床病例讨论，提高学系的临床和学术水平。 

8、结合国家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方面的工作安排，在保证一阶段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培训质量

的基础之上，积极建立二阶段住院医师的培训体系，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方法和培训理念，交

流和改进各委员单位的培训体系，发展并确立学系所属培训基地在软件和硬件各个方面的领先地位。 

 

北京大学医学部麻醉学学系 

2016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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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病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自本学系于 2005 年成立以来，遵照相关章程，一直致力于深化临床教学改革、整合临床教学资

源、提高相关专业临床阶段教学水平、构建各临床教学单位交流平台、突出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教

育的整体优势。2016 年主要完成的工作如下： 

一、2016 年 1 月 16 日上午，北京大学肾脏病学系 2016 年首次学术交流活动在内蒙古大厦举行

学术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教学培训为主题，主要活动内容为针对主治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查房带教

的观摩与研讨。参加本次活动的领导包括：北大医院肾内科主任赵明辉教授，副主任张宏教授，刘

刚教授，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左力教授、王梅教授、北医三院肾内科主任王悦教授以及北医各大教

学医院的主任和临床医生等。 

首先，北京大学肾脏病学系秘书于峰教授对北京大学肾脏病学系 2015 年的整体工作进行了总结。

随后，刘立军副主任医师就北大医学部肾脏内科专科医师培训的内容作了汇报，其间，他对相关的

内容及政策做了解读，并邀请北大医院肾内科专科医师培训的首个试点对象——谭颖医师分享了自

己的心得体会，提出了实践性的建议。部分即将接受肾脏内科专科医师培训的年轻医师也就自己关

心的方面提出了相关问题。 

吕继成主任医师进行了题为“强化降压治疗的新认识”的报告。他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出发，就

CKD 患者需不需要强化降压治疗及降压治疗策略等问题，对相关的诊疗指南做了充分的解读。 

紧接着就是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病例汇报与教学查房现场讨论与观摩。来自积水潭医院、人

民医院、北大医院和北医三院的四位年轻的主治医师分别现场抽取了一个病例，由住院医师汇报病

例，主治医师们根据自己平时工作习惯进行模拟教学查房。王梅教授、左力教授、王悦教授等专家

对各位主治医师的现场表现作了点评。在肯定大家的同时，这些老一辈的专家们就如何更好的体现

教学查房的“教学”，如何与住院医师进行互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也给后辈提出了很多有益

的指导建议。 

本次活动是北京大学肾脏病学系定期举行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来自多个医院的与会者在多种

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受益匪浅。 

二、2016 年 3 月 6 日上午，北京大学肾脏病研究所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功能厅举办了 2016

年第二次学术活动。参会的科室领导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赵明辉教授、副主任张宏教

授、副主任周福德主任医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左力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

任王悦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电镜室主任王素霞教授，以及邹万忠教授、李惊子教授、范敏华教

授、大内科副主任刘刚教授、陈旻教授、于峰教授、金其庄主任医师、董捷主任医师、张路霞副教

授。包括来自各个成员单位及非成员单位的医生、护士、进修医师，以及其他医院同道，超过 100

人参加了这次盛会。 

为了更好的促进研究所成员间的合作，各个医院肾内科共同进步，赵明辉主任在缅怀为中国肾

脏病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王海燕教授之后，做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科室建设方面的工作汇

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在王海燕教授的引领下，一直传承艰苦团结奋斗的精神，在这个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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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有不少青中年专家脱颖而出，新近争取到委员会的学术任职，提高了本科室的国内外影响

力。面临目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赵主任总结中，提出我们既要传承科室文化，又要创新的发展，

发出了大家一起在困境中求生存、图发展的号召。 

张路霞副教授继赵明辉主任介绍后，做了题为“十年一剑，继往开来——可持续发展的临床研究”

的报告。该报告分为背景、CKD 横断面研究及衍生研究和未来三个部分介绍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

内科流调组这十年间的历程。在 CKD 的患病率及其危害被广泛认知后，国外相关研究风生水起的

大背景下，依托于王海燕教授高瞻远瞩决策的指导，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自 2004 年起，分别牵

头并组织完成了石景山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 CKD 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除了 SCI 论文的发表，还为相关指南的制定提供了第一手中国人的资料。除此之外，后续的衍生研

究抑或已经开花结果，抑或正在运筹帷幄。在未来大数据理念的推动下，相信这些研究成果还会有

更深远的影响，可能会辅助临床诊疗思路的判断以及影响医保政策的制定。 

学术活动的下半场是病例讨论。首先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王琰主治医师带来一例急性肾

衰竭的病例分析。该患者同时合并皮肤色素沉着、外周神经病变、脾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消瘦

等临床表现，经过王琰医师缜密的鉴别诊断，结合病理的提示及化验检查，最后的诊断考虑免疫触

须样肾小球病合并 Castleman 病或是 POMES 综合征。由于经济原因，患者选择了激素联合沙利度

胺的治疗。经治疗，患者尿量恢复，血肌酐已经明显下降，透析次数减少。该病例引发了大家关于

浆细胞病、Castleman 病、POEMS 综合征的热烈讨论。由于还有太多疑点，那些纤维是怎么形成的？

肾小球病变几何？肾脏功能到底是如何恢复了也是大家的兴趣点，如左力教授所讲，如果可以重复

肾活检可能更有意义。 

第二例病例同样精彩，汇报者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的王松教授。一名中年患者，以咳嗽、

咳痰、发热、消瘦起病，起病急，病史短，出现急性肾衰竭，治疗中并发肺部感染及咯血。虽然给

予了积极治疗，但终因病情复杂，家庭不堪重负，结局不尽人意。该病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诊断

及发病机制方面，涉及到 ANCA 阴性 ANCA 相关性多血管炎以及 IgG4 相关性疾病的关系的判定。

邹万忠教授做了临床和病理联系的小讲座，阐述了以上几个概念，大家获益匪浅。 

由于时间有限，大家的讨论还意犹未尽，好学的医师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围着各位专家仍在

继续讨教。希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办的 2016 年肾脏病研究所的这次学术活动可以抛砖引玉，

让每一位参会者在 2016 年以后的活动中有更大更多的收获！ 

三、2016 年 4 月 27 日，荷兰莱顿大学 Ingeborg Bajema 教授应北大医院肾内科赵明辉教授的邀

请进行交流访问。Ingeborg Bajema 教授是国际著名的肾脏病理学专家，参与在狼疮性肾炎、原发性

小血管炎的肾脏病理领域有极深的造诣，她参与制定了 2002 年的原发性小血管炎的肾脏病理评分以

及 2010 年的原发性小血管炎的新的肾脏病理，目前正在参与启动狼疮肾炎的新的病理分型。 

赵明辉教授陪同 Bajema 教授参观了我科各个部门。Bajema 教授上午与我科肾脏病理室的杨莉

教授、刘刚教授和王素霞教授课题组进行了专题讨论和病例讨论。下午，Bajema 教授进行了题为

“ANCA 相关小血管炎的热点问题”的专题讲座，她从肾脏病理学家的独特视角，回顾了这一领域热

点问题的历史沿革和现状，以及所带领的课题组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之后，于峰教授介绍了其课

题组关于狼疮肾炎病理分型近年来所取得的研究进展，陈旻教授则介绍了我科关于 ANCA 相关小血

管炎近年来的主要进展，其后，三位研究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双方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Bajema 教授表示，我科近年来在肾脏病理和自身免疫病领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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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些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希望今后双方那个展开许多实质性的合作。 

四、2016 年 5 月 14 日，在赵明辉教授和张路霞副教授的倡议和组织下，北大医院肾内科与北

京大数据研究院鄂维南院士的研究团队在北大医院科研楼三层会议室举办了学术发展研讨会，旨在

推进大数据研究手段在我科临床科研中的应用，并推动我科在医院数据分析及医学图像处理方面的

研究。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8月，由北京大学鄂维南院士发起，在北京市委市政府支持下，

由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共同筹建，将在交通大数据、金融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医疗大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医疗图像处理，以及生物、化学、天体物理、神

经科学等方面进行学术研究、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成果产业化。目标是吸引国际一流大数据研究

人员来京发展，建设国际化的大数据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人员包括：北京大数据研究院鄂维南院士及其团队成员、北医公共卫生学院

詹思延教授及其团队成员、美国麻省总医院李全政博士、北大医院肾内科主任赵明辉教授、北京大

学肾脏病研究所副所长杨莉教授，北大医院肾内科王素霞教授、张路霞副教授、北大医院信息中心

主任周国鹏副教授等。 

赵明辉教授首先向来访者介绍了北大医院肾内科的发展历史和科研传统，鄂维南院士介绍了北

京大数据研究院的简况。美国麻省总医院李全政博士介绍了 Pathology 图片的分析和基于人工智能

的分类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周国鹏主任介绍了介绍北大医院信息系统，之后，我科杨莉教授和崔

昭副教授分别介绍了我科关于肾脏病理以及肾小球随访门诊的工作及可能的合作方向，詹思延教授

及其团队成员介绍了关于利用医院数据开展药物安全研究的方案提议。双方针对今后可能合作开展

研究的方向展开讨论，初步利用人工智能在肾脏病理图片进行分析以及利用医院信息系统进行数据

研究的方向上达成合作意向。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将进一步有利于我科开展大数据研究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方向上提供新的思

路。 

五、由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脏内科主办的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

第三届自身免疫性肾脏病论坛、第六届国际肾脏病理研讨会暨第十一届全国肾脏病理研讨会于 6 月

24 日至 26 日在金台饭店徐徐拉开序幕。 

免疫学是近年来进展最为迅速的基础医学，而许多肾脏疾病尤其是肾小球疾病存在免疫炎症机

制，免疫学的快速进展恰恰带动着肾脏学的进展。本次自身免疫性肾脏病论坛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丁洁副院长和赵明辉主任主持开幕，来自国内外的多位专家从临床-动物模型-分子基础等多个水平

阐述了在系统性红斑狼疮、ANCA相关性血管炎以及糖尿病等疾病中免疫学相关研究的现状及前景，

涉及到临床-病理-机制等领域，以及青年论坛中各位青年专家的展示都让与会代表获益匪浅。 

肾脏病理学是肾脏病学中诊断的核心手段，而且对于指导病人治疗以及判断预后发挥着核心作

用。为提高肾脏病病理形态学认识、规范肾脏病的诊断标准及思路，促进本领域医务人员之间的交

流，2003 年起，北大医院肾内科暨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开办了每年一度的全国肾脏病理研讨会，

一直受到国内同行们的厚爱，也是医学继续教育项目的一个知名品牌。本届肾脏病理会由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刘玉村院长致开幕词，宣布大会开幕。大会一贯秉承着“提高肾脏病病理形态学认识、规范

肾脏病的诊断标准及思路，以及促进这一领域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的主旨。大会汇集了国内外肾脏

病理、肾脏疾病及免疫学专家授课并主持临床病理研讨，以生动的临床病理讨论形式为主，专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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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为辅，专家讲座内容涉及肾脏疾病的诸多临床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机制问题更是引人

入胜。无论是国外专家展示的教学病例，还是各家医院带来的临床病例，通过将实际病例讨论与现

场阅片的方式相结合，突出诊断思路，引发了多次热烈的讨论，有助于大家开阔思路、了解新概念

和新认识，同时，临床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北京这个盛夏的周末，来自全国的 300 名医师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从四面八方赶来主动

学习并参与讨论。自身免疫性肾脏病论坛的 12 个讲座，病理会上的 6 个专家讲座和 29 个病例得到

了充分的讨论。我们相信，每位医师一定会满载而归，而这样的学习热情一定会如同竹子开花一般

年年高，让我们携手期待明年的盛会！ 

六、2016 年 8 月 29 日-30 日，美国克里夫兰医院（ Cleveland Clinic ）肾脏及高血压病科主任

Robert Heyka 教授来访北大医院肾内科，Cleveland Clinic 是美国综合医院排名前列的医院，肾脏科

排名也高居全美肾科排名第二位，具有十分雄厚的临床和教学实力。 

8 月 29 日上午 Heyka 教授抵达北大医院肾内科，在陈育青教授和董捷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血液

透析中心和腹膜透析中心。8.29 下午在科研楼三层会议室，Heyka 教授与北大医院肾内科领导与学

术骨干进行了会议交流，包括北大医院肾内科主任赵明辉教授、副主任张宏教授、北京大学肾脏病

研究所副所长杨莉教授等。赵明辉教授向 Heyka 教授介绍了北大医院肾内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

历程，特别是近 5 年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上取得的成就，Heyka 教授则介绍了 Cleveland Clinic 肾

脏及高血压病科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之后 Heyka 教授进行了关于慢性肾脏病管理和治疗的讲座，张

路霞主任医师则介绍了我科关于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和慢性肾脏病病人管理的研究，于峰教授课题

组介绍了关于 C3 肾小球病的研究进展。 

8 月 30 日上午，刘立军副教授和刘莉副主任医师陪同 Heyka 教授参观了北大医院肾内科门诊和

病房，并针对一些特殊病例进行讨论。之后，在科研楼三楼会议室举行圆桌会议，我科几位主要研

究者（PI）包括杨莉教授、陈旻教授、吕继成教授和崔昭副教授分别介绍了急性肾损伤和肾脏病理、

自身免疫性疾病肾损伤、IgA 肾病和肾小球病的研究近况，双方展开充分的学术讨论和交流。赵明

辉主任与 Heyka 教授进一步对两家单位进一步合作的契机展开深入研讨。 

Heyka 教授的此次访问交流，将对北大医院肾内科及学系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起到积极的推进作

用。 

七、2016 年 12 月 3 日，本年度的北京大学肾脏病学系活动暨腹膜透析互联网医疗管理平台

（PD-TAP）项目进展会慢性肾脏病与营养讲坛在人大会议中心举行。 

北大医院肾内科主任赵明辉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首先怀念我们敬爱的导师王海燕教授，介

绍了 2016 年科室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计划，他讲解了科内队列，CKD 队列，糖尿病肾病前瞻

性队列，关于慢病管理和医保控费研究，血液净化教育学院等的介绍。希望在研究网络覆盖的医院，

能够定时完成研究，实现多中心合作。 

董捷教授腹透互联网医疗管理平台（PD-TAP 工作进展汇报），希望借助临床诊疗，科研合作，

中心管理这三个方面全方面提升腹透管理和科研水平。第一批参加 12 个省市 18 家医院。有 5 家中

心已为此工作成立腹透中心，到我医院学习。PD-TAP 绝不是一个移动的数据录入设备，我们的目

标是通过它完成工作流程，提升 PD 管理质量。2017 年计划是 400 呼叫中心—医疗专线，实现微信

－短信－电话互通的一个专线，完善医护远程教育方案，充实病患健康教育，组建肾病专业营养队

伍，更多延伸医疗服务。北大深圳医院肾内科、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肾内科、河北医大二院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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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和盛京医院肾内科的代表分享了关于 PD－TAP 应用经验。 

在接下来的议程中，张路霞教授进行了主题为“健康医疗大数据在肾脏病领域的应用”的发言，

利用 HQMS 系统对我国慢性肾脏病的疾病谱进行了分析研究；吕继成教授如何设计和实施好的临床

研究，并以 IgA 肾病为例，介绍了如何建立有效的临床资源库。陈伟教授非透析慢性肾脏病患者的

营养管理，董捷教授腹透患者营养问题的特殊性。与会人员对这些专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八、继续推动北京大学医学部肾脏病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 

 

2017 年度工作计划 

自本学系于 2005 年成立以来，遵照相关章程，一直致力于深化临床教学改革、整合临床教学资

源、提高相关专业临床阶段教学水平、构建各临床教学单位交流平台、突出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教

育的整体优势。2017 年主要工作计划如下： 

一、推进并落实北京大学医学部肾脏内科专科医生培训计划。 

二、加强各成员单位中级职称教学查房的规范、并共同备课。 

三、由北大医院肾内科牵头，共同办好 2017 年“肾脏免疫论坛”学术活动。 

四、继续开展院间联合临床-病理讨论会及疑难病例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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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系在系主任樊东升教授领导下，在全体学系成员以及各附属、教学医

院神经病学教研室的共同努力下，2016 年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成绩显著，现总结如下。 

学系总体工作 

（一）教学工作 

1、长学制教学 

今年的教学对象是 2012 级八年制学生。学系继续坚持以 PBL、SP 教学模式为主，小班授课。

以第三医院为例，理论授课少于全部课时的 20%，这样可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主

动学习的兴趣，锻炼他们的临床能力。  

第一、第二医院及各教学医院在原有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均积极探索医学部本科生和长学

制学生的教学改革，圆满完成了今年的教学任务。 

2、研究生教育 

目前，三家附属医院均为北京大学博士点，共有现职博导 7 位，每年均培养大量的研究生。针

对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各医院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培养方案。临床型研究生注重培养临床能力和临床

科研能力；科研型研究生注重培养其创新性思维和实验室操作技能。以第三医院为例，每周均召开

研究生工作汇报会和科研交流会，每周研究生和导师均有见面的机会，使各类型研究生在科期间时

时处于有人指导、有人带教的过程。研究生的临床工作、课题开题、进展、论文撰写等均有条不紊

的展开，保证了研究生的学习质量和课题质量。 

3、本科生教育 

各附属和教学医院承担北医护理、预防等专业的本科生教育，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 

4、进修医教育 

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均吸引来自全国的大量进修医师。以第三医院为例，科室每周一次为进

修医授课。此外，进修医每周均要参加两次教学查房、一次科巡诊。进修医还可免费参加各医院举

办的各种学术活动。通过上述措施，医生们可以在进修过程中迅速提高理论基础和临床水平。很多

早期进修医已成长为当地医院或科室的领导。进修医教育不仅可为基层培养大批人才，将北医科学

严谨的作风带到地方，还可扩大北医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5、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各附属医院和部分教学医院为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每年均吸引各医院住院医师入

科学习。他们的教育培养模式完全参照本院住院医师和临床型研究生。科室为他们制定了综合培养

计划。经管病种、病人数量、操作数目、转科时间、上课时间、出科考试等均有严格规划。今年，

多名住院医师完成培养，全部顺利通过了执业医师考试和北医规定的各种考试。 

6、组织考试 

2016 年学系组织了多次住院医师考试：9 月进行北京大学医学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二阶段

考试；11 月进行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转博及毕业考试面试部分。此外，第一医院和第三医院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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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加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 

（二）科研工作 

各附属医院带头，各医院加强自身团队建设，努力提高科研水平和能力。第三医院和第一医院

为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以第三医院为例，经多年积累，建立了罕见病——“运动神经元病”、

“肯尼迪病”和“平山病”国内最大规模的临床数据库以及常见病“脑血管病”的临床生物样本库。长期

的努力换取了回报，本年度科研论文继续保持高产水平。此外，科室继续坚持每周一次的科研例会，

内容包括“英语读书报告”、“专家讲座”、“CPC 临床病理讨论”等，启发大家的科研思路，提高大家

的科研兴趣和水平。 

（三）学术影响 

各附属和教学医院学科带头人在相应学会均有重要任职。2016 年，学系主任樊东升教授当选为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陈海波、黄一宁教授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

此外，另有 1 人担任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委；1 人担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委员；2 人担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另有多人担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各专业组副组长或委员。在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老年学学会、

中国女医师协会、北京医学会、北京医师协会等专业学会二级分会中，多人担任副主委员或常委、

委员。在今年新成立的“北京市神经内科学会”中，2 人担任副会长，多人次担任下属各专业委员会

的主委、副主委。在 2015 年度复旦版全国医院及学科排名中，第一医院和第三医院均入选前 20 强。 

各医院组织各种全国及地方性学术会议和学习班。以第三医院为例，与华山医院联合举办“中国

神经病学论坛 2016”，吸引逾千名医生参会。第三医院举办的“全国电生理学习班”今年已是第 13 届，

在全国已是知名品牌。此外，第三医院举办的“北京大学卒中论坛”每季度召开一次，今年已是第 9

年，共举办 36 届，每届均吸引大批知名专家及中青年医生参与。 

各附属和教学医院工作 

（一）第一医院 

1. 教学工作 

(1) 教学力量强大：神经内科现有人员 74 人。其中主任医师 8 人，副主任医师 10 人，副研究

员 1 人；主治医师 5 人，住院医师 8 人,护士 36 人，技术员 9 人。另有合同制人员 6 人。现职博士

生导师 3 人。 

(2) 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本科生的教学工作：由于医学部教学改革，调整了大学生神经病学课程

的安排，增加了见习实习课时，缩减了大课课时。今年共完成 2012 级和 2013 级本科生大课 30 学时，

实习见习课时为 480 学时，总课时为 510 学时，与去年基本持平。每年仍派出两名高年资的主治医

师，脱产负责实习带教，全年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 

(3) 研究生教育方面：目前我科承担了在读研究生共 26 名的教学工作，其中今年新招 8 年制学

生 4 人，新招科研硕士生 2 人，转博 1 人，明年毕业的研究生 11 人。这些研究生在导师的关怀和指

导下，临床技能、科研能力、心理素质以及道德情操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根据北京市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神经内科细则，对八年制二级学科及研究生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内容进行了修订，实

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二级学科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与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统一。按照神

经内科住院医师的培养方案培养八年制及研究生，有利于全北京市医务人员的并轨管理，比如统一

专科培养方案、统一专科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考试等，同时促进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顺应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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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4) 加强住院意识规范化培训工作：全年完成了 4 名八年制大学生第一年的医师培训计划，8

名八年制大学生的第二年培训，招收进修医师 60 名。全年完成了 50 次教学查房工作，200 次主任

查房工作，400 余人次的主治医师查房工作；完成 50 次临床病理讨论会的讨论教学，疾病种类包括

骨骼肌疾病、周围神经病、脑卒中以及脑代谢性疾病；每周一次疑难病例会诊，讨论疑难病例的诊

断及治疗方案；每两周一次卒中小组与神经外科、介入科、影像科、康复科等联合阅片、讨论治疗

方案；每月组织全市专家癫痫疑难病例讨论，每月一次参加组织北京市神经病理讨论；每周组织一

次晚间小讲课，由年轻医生及研究生为主体，介绍各自研究工作进展及临床典型及少见病例的诊疗

体会，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5) 完成了进修医师的培训任务，坚持每周的进修医师讲课，全科从主任到主治医师，不论在

职及退休医生全部参加，讲授从神经内科基础理论知识到最新研究进展的知识，共完成 80 余次。 

(6) 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今年我科大部分主治医师以上级别的教师均参加了主治医师岗前培训、

团队式教学、授课技巧、CBL、PBL、Mini-CEX、DOPS、病例内涵检查、命题等师资培训，进一

步完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大课和临床见习同时进行、减少老师讲授大课、增加学生自主学习和讲

课的 CBL 和 PBL 教学模式，发展信息化学习和信息化管理。完成了八年制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

全面开展 CBL 及 PBL 教学。在实习神经内科期间，每日均有至少一个小时进入病房，跟随有经验

的高年住院医师进行问病史、查体、阅片等学习；同时增加了见习专家门诊的数量，增加了见习我

科特色的辅助检查室如肌电图、脑电图、神经超声等。 

(7)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除了实验室硬件设备的高速发展，我们更注重试验数据的科学性和国

际标准以及人才建设。连年不断派送年轻医生到国外学习。今年我科刘冉副主任医师被派往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做合作研究。与德国 Ulm 大学协商共建北京大学-Ulm 大学神经科学中心。得到双方

学校的支持，已经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8) 组织各种专业考试：作为组长单位，我科一直担负着为本科生考试出题阅卷的组织工作。

今年我们又进一步完善了题库内容，结合学生教学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题库进行了修改，并顺利组

织了本科生毕业考试和一阶段考试的出题考核工作，考题符合学校的要求，学生考试也获得了满意

的成绩。此外，我科还组织各级考试命题工作，根据考试结果和反馈及时组织各级医师学习，以利

于拓宽知识面，了解最新要求和进展，提高命题总体水平。 

(9) 积极进行教学评估：自 2013 年起，我院已全面实施了教学绩效考核工作，对教学活动进行

了量化和标准化。按照医院教育处的要求，结合我科的特点，我科要求教授每年需完成教学绩效 30

学时，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每年需完成教学绩效 80 学时。确定年轻大夫必须完成至少

1 年的教学带教任务才能够提副高级职称。对在岗医护人员进行培训次数约 100 次。2016 年，通过

病例讨论、小讲课、团队式教学等方式，我科每一位教师均超额完成教学任务，体现了我科对教学

工作的高度重视。 

(10) 完成医学部夜大学的教学任务。本年度我们继续由主治医师及副高职医生承担大专生的大

课讲授工作，共完成学时 48 学时，进行了神经病学总论和各论部分的讲解。此外，还承担了部分专

升本学生在我科的实习轮转工作。 

(11) 继续医学教育：科室领导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以及科室主办

的各种继续教育项目。我科所有医师均顺利通过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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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工作 

(1) 2016 年我科共发表文章 65 篇，其中 SCI 文章 15 篇，最高影响因子 7.44。参加国内外学术

交流论文近 20 篇。 

(2) 今年袁云教授获得科技部重大专项课题“脑小血管病的遗传性和获得性的诊断和治疗指南”。

目前在研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5 项。 

(3) 目前正在参与 4 项国际大型多中心临床研究。 

(4) 加强实验室建设：购入先进科研仪器 20 余台次。 

(5) 新开展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 

(6) 每周三开展研究生中英文读书报告会，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由研究生自选题目，进行

学术交流，大家精心准备，积极踊跃参加，全年完成超过 40 次。 

(7) 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我们依托医学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开展了多方向的合作，

许多研究已经展示良好的发展前景，今年获得的科研基金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些合作。与北京大学工

学院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在图像处理方面如脑白质、脑微出血自动化测量等以及脑血流动力学分析

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不断发表新的文章。与医学部心血管研究所合作，在高密度脂蛋白研究上取

得进展，近期扩大到与北京大学几个学系的合作，对高密度脂蛋白功能、三维结构和疾病状态中的

改变都有新的发现。 

3. 学术地位 

多人次在国家二级、三级学会或北京市二级、三级学会新当选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常委、

委员。 

成功举办了第五届北京国际神经病学会议，邀请多名中外有影响力的专家介绍神经病学各领域

最新研究进展。成功举办神经超声学习班、骨骼肌疾病学习班、眩晕学习班、周围神经病学习班，

来自全国的 600 余名医生参加了培训，使我科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近年开展的三维超声、水通道蛋白抗体检测、肌肉核磁检查、经颅磁刺激（TMS）技术治疗失

语症等多项神经科专属检查、治疗项目受到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关注。 

今年我科与影像科、神经外科、介入血管外科合作，开展了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 

重视科室的对外宣传、加强与全国各地兄弟科室的协作互助。2016 年神经内科加大了科室的宣

传力度，我科黄一宁主任多次在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养生堂”等节目中做客，讲授相关疾病的

科普及最新进展。我科孙葳、张巍副主任医师参加援藏医疗队奔赴拉萨进行援藏医疗工作。每周有

正高及副高职称医生各一名赴密云县医院进行对口医疗支援工作。 

(6) 2015 年度复旦版全国医院及学科排名中，神经内科排名第 12 位。 

（二）人民医院 

1. 教学工作 

(1) 教师队伍健全：神经科现有在职医护和技术人员 54 人，医生 26 人（正高 7 人，副高 8 人，

主治 8 人，住院医生 3 人）。 

(2) 圆满完成八年制学生神经病学教学及实习课程。 

(3) 目前在读研究生 11 人，其中博士生 4 名（临床型博士 2 人、科研型博士 2 人），硕士生 7

名（临床型硕士 6 人,科研型硕士 1 人）。今年顺利毕业研究生 3 人（临床型博士 1 人，科研硕士 2

人）。本年度研究生共获得 2 项各级奖励或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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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教授 1 人。 

(5) 顺利完成 2 项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6) 多名教师担任北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和第二阶段考试考官。 

(7) 完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改课题“语码转换在临床神经病学双语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8) 多人次参编“哈里森内科学手册（第 18 版）”。 

(9) 周小英主治医师荣获“2016 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住院医师指导教师”。 郭淮莲主任医师

荣获“2016 年北京大学优秀党员”及 2016 年中国疼痛医学杂志优秀论文三等奖。刘广志主任医师荣

获“2016 年度优秀教学奖”。向亚娟、钟珊珊等多名研究生获多项奖学金。 

2. 科研工作 

(1) 截至 12 月初，已发表论文 11 篇，SCI 收录 2 篇（其中 1 篇已接受）。 

(2) 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顺利进行中： 

(3) 多人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或论文交流，国内会议学术发言 5 人次，国际级学术会议 2 人

次。 

3. 学术影响 

(1) 多人次在国家二级、三级学会有新的学术任职。 

(2) 主办“北京国际术中及重症监护室（ICU）神经电生理监测学术论坛”（2016-10，国家级）。 

(3) 主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脑血管病规范治疗学习班”（2016-10）。 

(4) 邀请日本庆应大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伊藤义彰教授来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讲学。 

（三）第三医院 

1. 教学工作 

(1) 樊东升教授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主任，主持神经病学系日常工作。 

(2) 教师梯队合理：神经内科教研室现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6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

师 7 人，导师指导小组成员 4 人；主任医师 6 人，副主任医师 14 人，主治医师 9 人；硕士以上学位

者 26 人（含博士 23 人）。有 16 位教师具有国外留学或进修的经历。今年有 1 位医师晋升主任医师；

3 位晋升副主任医师；2 位主治医师通过实习带教准入考核。 

(3) 2016 年度圆满完成了 2012 级八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的教学任务，无教学差错或事故。其中

理论授课 56 学时；见习带教 144 学时；出题、监考和阅卷各 4 学时；2010 级临床药学系理论课时 6

学时、见习带教 6 学时。2015-2016 年度全年进修医师教学课时 76 学时。 

(4) 2016 年，有 5 位临床型博士研究生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2016 年在读的各类

研究生如下：临床型博士研究生共 5 人；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2 人；临床型硕士生 1 人；科研型硕士

生 1 人。2016 年新入科研究生：八年制临床型博士研究生 3 人；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2 人；临床型硕

士研究生 1 人。在读研究生共获得学校各类奖励 14 人次。 

(5) 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继续承担住院医师的培养任务。今年有 4 人顺利完成轮转

计划，3 名住院医师新入科。正在我科学习的住院医师有 4 人。4 人顺利通过北京市一阶段考核理论

和技能考核。遵照教育处的要求，神经内科设置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聘任导师制度，使得住院医师

在神经内科的工作学习更有动力和方向。 

(6) 加强教学管理、坚持教学改革：每周举办研究生工作例会，研究生和导师每周见面。研究

生的临床工作、课题开题、进展、论文撰写等均有条不紊的展开。在 8 年制教学中，进一步扩大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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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标准化病人教学课时比例；严格执行教师准入制度；在科内施行集体备课及预讲等制度，严

格保证教学质量。参与临床专业医学生的导师制培养，按照教育处要求在三个月时间内对问病史体

格检查、病例分析和病史书写等对学生进行一对一培养和考核。 

(7) 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本年度 2 位医师结束留学回到科室；2 位医师公派出国留学。多位

医师接受短期教学培训。 

(8) 多名教师担任北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和第二阶段考试考官；担任北京市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第二阶段考试考官，并参与命题及阅卷工作。 

(9) 顺利完成两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包括“第 12 届全国电生理学习班”和“第 4 届全国脑

血管病新进展诊治学习班”；完成 4 次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北京大学卒中论坛”。全科医护人

员继续医学教育学分顺利完成。 

(10) 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讲座和教学查房：本年度神经内科邀请美国 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 的 Robert Browser 教授、德国乌尔姆大学鲁道夫教授、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脑卒中预防和动

脉粥样硬化研究中心的 John David Spence 教授进行运动神经元病基础和临床、卒中防治等方面的学

术讲座，吸引了来自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多位研究生、医学生、住院医师、轮转医师和进修医师

参加。 

(11) 积极参与教学科研及教材编著。樊东升教授获得省部级教学基金 15 万元。本年度发表教

学论文 1 篇。由我科医师担任副主编的教材包括：脑卒中规范化防治系列丛书《脑卒中内科治疗》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脑电图手册》（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参编教材包括国家医

学电子书包《神经病学》（人民军医出版社）。 

(12) 1 位护士获得 2016 年度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青年教师授课比赛（护理组）三等奖。 

2. 科研工作 

(1) 截至 11 月底，我科 2016 年已发表论文 37 篇；其中 SCI 论文 14 篇，最高 IF 6.8、累计 IF 42.3；

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21 篇。 

(2) 本年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多项国家、省部级重点课题顺利进行中。 

(3) 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我科“运动神经元病”、“脑血管病”和“肯尼迪病”三大临床资料数据库。目

前，“运动神经元病”、“脑血管病”数据库纳入的患者均超过 2000 例，“肯尼迪病”数据库达 200 余例。 

(4) 坚持每周的“科研例会”制度，内容包括“英语读书报告”、“专家讲座”、“CPC 临床病理讨论”

等，启发大家的科研思路，提高大家的科研兴趣和水平。 

(5) 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设，目前，在“电生理学”、“神经肌肉病理”、“分子实验学”等方面具备

独立科研能力。 

(6) 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或论文交流 30 余人次。 

3. 学术影响 

(1) 樊东升教授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樊东升教授同时担任多个国家

或地方二级学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多人次在国家二级、三级学会或北京市二级、三级学会

新当选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常委、委员。 

(2) 坚持每季度一次的“北京大学卒中论坛”，至今已 9 年，连续举办 36 届。“论坛”将讲座与病

例讨论相结合，独具特色，每次均邀请 20 余位著名专家参与，并吸引数百位中青年医师参会，成为

北京市、乃至全国卒中领域有影响力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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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东升教授作为共同主席之一，主办并主持“中国神经病学论坛 2016”。这一由韩启德副主

席题词的论坛已连续举办多届，今年参会人数超千人，成为全国神经病学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会议。 

(4) 举办 “第 13 届全国电生理学习班”，吸引全国各大医院的逾百名医生参加；举办“第 4 届脑

血管病新进展学习班”，吸引全国上百位医生参加。 

(5) 2015 年度复旦版全国医院及学科排名中，神经内科排名第 18 位。 

（四）北京医院 

1. 教学工作 

(1) 陈海波教授担任神经病学系副主任，配合樊东升教授的工作。 

(2) 师资队伍：神经内科教研室现有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主任医师 20

人。副主任医师 4 人，主治医师 5 人；硕士及以上学历 19 人（其中博士 13 人）。 

(3) 授课任务：本年度圆满完成北医 2013 级八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教学任务，无教学差错和教

学事故。其中理论授课 34 学时，见习带教 70 学时。全年进修医师教学课时 66 学时。 

(4) 研究生培养：2016 年神经内科有 6 位硕士研究生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今年新招

收临床型硕士研究生 2 人。目前在读研究生共 8 人，临床型 6 人，科研型 2 人。安排研究生定期英

语读书或病例报告会，提高英语和理论水平。每周举行 1 次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学习讲座。 

(5) 住院医规范化培训：我科作为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基地，继续承担住院医师培养的任务。今

年我基地有 10 人完成北京市住院医一阶段培训，并顺利通过考核，2 人顺利通过北京大学医学部住

院医一阶段考核，2 人顺利通过北京市住院医二阶段考核。本年度住院医培训一、二阶段的考核通

过率为 100%，在北京市各培训基地通过率排名中名列前茅。我科派出教师担任北医住院医规范化

培训考试的考官，参与考核和阅卷。今年我科所有教师均通过培训考核，具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指导医师资格。 

(6) 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科里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北医及院里组织的授课讲座，并积极

参加讲课比赛。本年度有 1 位青年教师参加院里组织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得三等奖。目前有一

位主治医师在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医学院读博，年初将学成回科。另有 3 位副主任医师和 2 位主治医

师攻读博士学位。有一位已完成答辩。并计划派出 1 位副主任医师去美国学习。 

(7) 加强教学管理：在 8 年制教学中，进一步扩大 PBL 教学、标准化病人教学课时比例；在科

内施行集体备课及预讲等制度，严格保证教学质量。 

(8) 继续教育：我科举办了 1 项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老年神经病学高级讲授班），完成 7 项北

京市区级继续教育项目。 

(9) 国外专家讲座：本年度神经内科邀请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医院 Helme 教授、美国圣约瑟夫

医学中心 Barrow 神经病学研究所的 Robert Bowser 博士和吴杰教授来我院进行帕金森病、运动神经

元病、癫痫等临床和科研方面的学术讲座和经验交流。 

(10) 教学科研与教材编著：参编教材包括：县级医院神经内科培训教材-神经内科常见病临床思

路精解(科技文献出版社)。老年医学（本科教材，人卫出版社）。 

2. 科研工作 

(1) 截至 11 月底，我科 2016 年已发表论文 18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16 篇。 

(2) 目前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顺利进行中。正申报十三五慢病课题及首都特色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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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正扩充我科“帕金森病”、“脑血管病”临床资料数据库。目前，“帕金森病”300 余人、“脑

血管病”数据纳入的患者已超过 3000 例。 

(4) 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或论文交流 20 余人次。 

3. 学术影响 

(1) 陈海波教授继续担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以及“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常委”；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今年还担任

了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老年认知心理疾病分会主任委员，是中华神经科杂志副总编辑及中国神经免

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主编。龚涛副主任担任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师分会常委及中华全科医师杂志副总

编辑。苏闻副主任担任了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青委会副主委。多人次在国家二级、三级学会或

北京市二级、三级学会新当选为常委、委员。 

(2) 作为北京帕金森病学组组长，北京医院神经科作为承办单位每年在举办北京帕金森病与运

动障碍论坛，已举办五届，今年参会人数 410 人，参会者来之全国 12 个省市，扩大了我科该专业在

全国的影响。 

(3) 每年举办全国老年神经病学学习班，邀请国内顶级专家讲座，吸引了大批专科医师听课。

参会人数 300 余人。今年将于 12 月 15-16 日举办。 

（五）中日友好医院 

1. 教学工作 

(1) 神经内科教研室现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4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2 人；主任医

师 6 人，副主任医师 7 人，主治医师 15 人；硕士以上学位者 31 人（含博士 25 人）。有 22 位教师具

有国外留学或进修的经历。今年有 1 位晋升副主任医师；3 位医师晋升主治医师。 

(2) 承担了北医基础八年制内科学理论授课，及北医八年制技能培训任务。 

(3) 2016 年度新入科北医硕士 2 人；在培的北医硕士研究生 5 人，在职博士研究生 1 人。毕业

博士 1 人。 

(4) 1 名住院医师新入科。正在培训的住院医师有 6 人。2016 年 7 人顺利通过北京市一阶段考核

理论和技能考核。 

(5) 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2016 度 5 位医师（3 名在日本，2 名在美国）结束出国留学回到科

室。多位医师接受院内及北京市举办的教学培训。 

(6) 1 名教师担任北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考试考官。 

(7) 举办国家级继教学习班 3 项：神经系统疑难疾病及新进展学习班；神经免疫最新诊断治疗

进展学习班；神经心理量表学习班。北京市继续教育学习班 1 项；朝阳区继续教育项目 1 项：脑卒

中黄金 2 小时救治圈启动仪式及脑卒中医联体培训。 

(8) 王宇医师参加院讲课比赛获得二等奖，获北中医讲课比赛三等奖。刘尊敬医师获得院优秀

教师。刘尊敬医师获“辛育龄青年奖”。 

(9) 彭丹涛医师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2016 年老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及《老年

医学》。 

2. 科研工作 

(1) 共发表论文 24 篇，其中 SCI 论文 13 篇，最高 IF 8.25，累计影响因子 40.815；统计源及核

心期刊论文 1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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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获部级课题资助 1 项。科技部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子课题 1 项。院级课题 4 项。

多项国家、省部级重点课题顺利进行中。 

(3) 多人次参加国内外各种会议交流、发言。其中严莉医师在“第十四届全国肌电图与临床神经

电生理学术会议”获大会论文优秀奖。 

3. 学术影响 

(1) 多人次在国家二级、三级学会或北京市二级、三级学会新当选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

常委、委员、青年委员。 

(2) 多人次在国内各级会议上讲学。 

(3) 举办国家级继教学习班 3 项：神经系统疑难疾病及新进展学习班；神经免疫最新诊断治疗

进展学习班；神经心理量表学习班。朝阳区继续教育项目 1 项。 

（六）世纪坛医院 

1. 教学工作 

(1) 圆满完成教学任务：承担 13 级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系神经病学教学，共 29 学时，包

括 14 学时理论课，15 学时见习课，无教学事故。此外，完成或参与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精神病

学、神经康复、护理系，以及首都医科大学护理本科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及神经康复教学任务的教

学工作。 

(2) 科室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1 人，本年度新增副主任医师 1 人、副教授 1 人。 

(3) 本年度 1 名硕士研究生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取得硕士学位，目前在读硕士研究生 2 人。 

(4) 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继续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今年新接收 1 名社会

人进行培训，原有的 2 名医师通过住院医师第一阶段考试，1 名医生通过第二阶段考试。接受内科

及其他科室住院医师轮转 33 人次。为了迎接住院医师基地检查，教研室进一步完善资料，加强流程

管理工作。 

(5) 重视对青年医师的培养：本年度有两位青年医师分别在北大医院和天坛医院学习。参加住

院医师带教老师培训 6 人次。 

(6) 重视教学管理：科内每周举行主治医师查房，共计 45 次，每两周举行小讲课，共计 20 次。

科室每周举办教学查房，均有查房记录留存，承担院内疑难病例讨论 2 次。 

(7) 1 名教师参加北京市住院医师阶段考试监考工作。 

(8) 完成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1 项： “急性脑梗死的溶栓治疗及卒中早期治疗进展”学习班。

学员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深圳、安徽、山东等省份，参会人数在 100 人。 

(9) 重视教学科研工作，本年度发表教学论文 2 篇。 

2. 科研工作 

(1) 本年度共发表科研论文 5 篇，其中 SCI 2 篇，最高 IF 2.126。 

(2) 本年度申请医院科研基金 2 项。 

(3) 多人次参加或主持国内外各级学术会议。 

3. 学术地位 

(1) 1 人次新当选北京市一级学会委员；1 人次新当选北京市二级学会常委。 

(2) 多人次参加国内外多项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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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306 医院 

1．教学工作 

(1) 圆满完成各项教学工作：2016 年，我科接纳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河北医科大学、

成都医学院等临床医学专业实习同学 30 名；接受各科住院医师轮转临床带教任务 20 人次；完成北

医八年制 14 级 1 班早期接触临床神经科见习授课任务，总共带教医师讲课 40 课时。 

(2) 蔡艺灵主任医师作为导师，已带教 8 名神经内科硕士研究生，7 名已经毕业，2016 年王理

祥医师顺利毕业。其余 1 名安徽医科大学的同志在读硕士学位。 

(3) 注重对年轻医师的培养：每周三在科室内组织业务学习培训，全年计 48 次，参加人员计 1000

余人次。12 人参加全院午餐会授课，听课人员共计 250 余人。8 位主治医师到各种短期学习班进行

学习。 

(4) 2016 年科室接受外院 1 名神经内科主治医生进修。 

(5) 加强教学管理，科室每季度定期举办教学研讨会议，针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 

2．科研工作 

(1) 2016 年发表论文 13 篇，其中 SCI 论文 3 篇，统计源期刊论著 5 篇。医学科普知识 20 篇。

全军神经内科年会投稿收录 8 篇，大会发言 2 篇。 

(2) 蔡艺灵教授获得军队实验技术研究项目重点课题 1 项，经费 200 万。目前，蔡艺灵教授主

持在研课题 5 项。刘丽副主任医师获得军委后保部卫生局青年培育-成长项目课题 1 项。2016 年两

项课题顺利结题。 

(3) 在全国脑卒中大会上 1 篇论文获得三等奖，1 篇获得北斗奖。 

(4) 进一步完善及扩大我科脑血管病的临床及生物标本数据库。 

3. 学术影响 

(1) 多人次新任国家、全军二级、三级学会常委、委员等职务。 

(2) 2016 年我院被国家卫计委授予高级卒中中心建设单位、被中国卒中学会授予中国综合卒中

中心，获得北京市卫计委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先进单位称号。 

(3) 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共同组建了 306 医院脑科医院，采取神经内外科联合查房-神经重症监

护室共同管理模式，开展了针对血管病、肿瘤等疾病的多项神经内外科联合治疗、手术，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神经内科脑血管病救治特色，积极开展绿色通道建设，运用最先进的动静脉

联合溶栓-取栓-支架技术，救治了大批急性脑梗死患者。 

(4) 306 医院在救治 AIS 的技术、流程、团队建设中走在了全国前列，形成了自己的技术特色。 

(5) 蔡艺灵副院长参加法国 LINNC 介入大会，并在全国、全军、北京市会议上进行发言授课 20

余次，包括国际脑血管病高峰论坛、中国女医师协会论坛、中国脑卒中大会、中国脑血管病大会、

新纪元国际脑血管病大会、全军神经内科年会、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年会、上海东方脑血管病国

际大会、北京大学卒中论坛等。另有 9 人次在国家、全军、北京市各级会议讲课、发言。 

（八）首都儿科研究所 

1. 教学工作 

(1) 陈倩主任医师继续参与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工作。 

(2) 教师梯队合理：神经内科教研室现有副教授 2 人；硕士生导师 3 人；主任医师 6 人，副主

任医师 3 人，主治医师 7 人；硕士以上学位者 30 人（含博士 4 人）。有 6 位教师具有国外留学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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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经历。今年有 2 位医师晋升主任医师；1 位晋升副主任医师；3 位晋升主治医师。 

(3) 2016 年度圆满完成了 2012 级八年制临床专业医学生的教学任务，无教学差错或事故。

2015-2016 年度全年进修医师教学课时 70 学时。 

(4) 2016 年在读的各类研究生如下：临床型硕士生 2 人；科研型硕士生 6 人。2016 年新入科研

究生：科研型硕士研究生 2 人。在读研究生共获得学校各类奖励 2 人次。 

(5) 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继续承担住院医师的培养任务。今年有 2 人顺利完成轮转

计划，并顺利通过北京市一阶段考核理论和技能考核，2 名住院医师新入科。全年度轮转各类住院

医师 60 余人。按教育处的要求，神经内科设置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聘任指导医师制度，使得住院医

师在神经内科的工作学习更有动力和方向，且轮转住院医师均考核合格,顺利出科。 

(6) 加强教学管理、坚持教学改革：每周举办研究生工作例会，研究生和导师每周见面。研究

生的临床工作、课题开题、进展、论文撰写等均有条不紊的展开。积极参与医学部教学管理及改革

工作。 

(7) 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结束国外进修回科 1 人；国内规范神经重症医学进修 1 人；同时

鼓励在职研究生培养，支持以脱产形式进行专业学习，保证学习质量；同时参加各级各类国内培训

约 50 余人次。 

(8) 积极参与教学科研及教材编著(译)。由我科医师担任的主译教材包括：《儿童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家长指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 科研工作 

(1) 截至 12 月底，我科 2016 年已发表论文 7 篇；其中 SCI 论文 1 篇；统计源及核心期刊论文 6

篇。 

(2) 作为子课题牵头单位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儿童脑发育障碍的早期识别和综合干预；参加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罕见病队列研究；获 2017 年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培育计划”立项 1 人；多项国家、

省部级重点课题顺利进行中。北京市科委课题及首都发展基金临床专项课题各 1 项 

(3) 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我科“儿童癫痫”、“神经系统遗传病”、“神经系统免疫性疾病”和“神经肌

肉病”临床资料数据库。 

(4) 坚持组织科室成员参加“首儿遗传沙龙”“神经内外癫痫讨论”等科研、临床活动，与科研人员、

临床专家面对面，启发大家的科研思路，开拓临床思维，提高大家的科研能力，尤其是临床科研能

力。另外积极组织年轻医师参加单位内部课题申请，立项 2 人次。 

(5) 进一步加强科研队伍建设，目前在“儿童神经心理”、“癫痫影像-电生理”等方面具备独立科

研能力。另外与神经外科合作，在儿童难治性癫痫、感染性疾病外科干预等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6) 重视临床科研能力的实践，目前承担药物临床试验 3 项，其中国内 2 项，国际 1 项。 

(7) 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或论文交流 20 余人次。 

3. 学术影响 

(1) 陈倩主任医师继续担任《中华儿科杂志》通讯编委、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

中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北京抗癫痫协会理事、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

脑电图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陈述花主任医师继续担任中国抗癫痫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中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抗癫

痫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北京医学会脑电图与神经电生理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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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功举办首届“首儿神经论坛”，论坛宗旨“理论前沿性与实际操作性相融合”，独具特色，邀

请 30 余位著名专家参与，并吸引数百位周边省市医师参会，并获得好评。 

（九）民航总医院 

1. 教学工作 

(1) 圆满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包括北医六年制本科 10 级 8 班实习工作、北医六年制本科 11

级 8 班神经病学授课工作、北医六年制本科 11 级 8 班见习工作。 

(2) 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目前共有 6 名住院医师在我科轮转。 

(3) 积极举办各种教学活动，包括每月 2 次共 24 次科内小讲课及教学查房工作；每月 4 次共 40

余次科内继续教育课程。 

(4) 周红旭主治医师参加民航医学中心（民航总医院）第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获得优

秀奖；王维副主任医师参加北京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青年医生演讲比赛。 

2. 科研工作 

(1) 本年度共发表 3 篇论文。 

(2) 目前在研 3 项院内课题。 

3. 学术影响 

(1) 本年度 1 位主治医师当选为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2) 多人次参加国内神经病学相关会议及学习班，包括：北京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2016 北

京医学会神经病学学术年会、2016（第五届）北京国际神经病学会议、北京神经内科年会神经精神

医学与临床心理学论坛会议、北京神经内科学会第一届学术年会、常见眩晕疾病规范化诊断、鉴别

诊断和治疗学习班、第十四届（2016）北京协和医院脑血管超声学习班、第二十届（2016）北京协

和医院临床肌电图和脑诱发电位学习班等。 

（十）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教学工作 

(1) 圆满完成各项教学任务：2016 年完成汕医、安医、广州医和大连医的理论授课；完成汕医、

安医、广州医的见习授课；以及完成安医、汕医、广医的实习带教。 

(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本年度成功通过广东省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检查，教研室进一步

完善了制度建设。本年度神经内科自从申请成功国家级住院医师培训基地，迎来全新的开始，新入

科 8 名培训医，遵照北京大学医学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方案及要求，对住院医师进行轮转学习，

并加强总住院医师的培训及考核。目前共有 25 名规培医师。 

(3) 组织各种教学活动：教研组根据积极落实上一年度教研组计划，认真完成教学计划安排的

课程讲授，如坚持进行每两周一次的专题讲座及病例讨论、按时完成教研室安排的小讲课及主治医

师查房任务，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解决临床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指导。在高年资医师的指导下，

同学们掌握了询问病史、正确书写病历等基本技能，并在每专业完成了 1 份病历的书写，为进入临

床实习打下了良好基础。响应院里号召，定期开展由每两周一次增加为每周一次小讲课及主治医师

查房，填写督导记录表。每周三举办神经内科疑难病例讨论，增加科室及科与科之间的交流。举办

北医理论大课试讲及教研室集体备课活动。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 

(4) 积极组织教学考试：按照教学医院的要求，教研组对每位同学进行了出科前的操作技能及

理论知识的考核，起到了督促的作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各教师的带教水平，强化临床医师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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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意识，进一步规范教学培训。 

(5) 加强对年轻医师的培养：林志坚赴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参加神经科疑难疾病诊治新

进展学习班，也于 2016 年下半年赴日本独协医科大学研修，胡俊于 2016 年下半年去香港大学医院

进修。 

(6) 成功举办省级和市级继续教育项目各一次。 

2. 科研工作 

(1) 积极开展新技术、新业务：与中科院先进技术院合作，共享影像平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共同建成深圳市医学数字影像及远程医疗重点实验室；与华大基因公司合作，

对部分神经遗传病进行基因筛查；完善脑卒中绿色通道，真正建立静-动脉无缝桥接治疗，建立卒中

二级预防随访通道；建立多导睡眠中心，加强独协医科大学的交流，定期学术交流与培训；开展阿

尔茨海默病基因早期筛查，MR 影像技术早期诊断和治疗。 

(2) 开展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 1 项。 

3. 学术地位 

多人次参加国内外多项学术活动。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2016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在各方面继续取得进步：圆满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继

续扩大教学改革；发表文章的质量和数量均有所提高；学术地位稳步提升。但我们仍应清醒的意识

到，来自兄弟单位的竞争十分激烈，在全国专科排名中，北医各附属和教学医院神经科未能进入前

10 名。这说明，我们多数医院的基础仍较薄弱、教学和科研实力仍欠强大、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

家仍然欠缺。这是制约我们发展的几大因素。也是我们在将来工作中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2017 年度工作计划 

一、积极探索教学改革 

坚持与北医教改计划相一致，继续探索教学改革。为此，我们将进一步扩大 PBL、SP、CBL 教

学比例；努力提高教学医院的教学意识和水平；积极培养青年教师；在条件成熟时，扩大集体备课

的范围，以保证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教学质量的一致性，培养出可为北医未来发展做出贡献的优

秀毕业生。 

二、加强各附属和教学医院的合作 

北京大学各附属和教学医院均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临床、教学、科研等方面具有独特特点。例

如，第一医院以脑血管病、神经肌肉病、线粒体病的研究为主；人民医院以脑血管病、中枢神经系

统自身免疫病的研究为主；第三医院以运动神经元病及相关疾病、电生理学研究为主。2016 年，我

们计划整合各医院的优势，联合讨论教学计划、开展联合查房和会诊、共同举办学术会议等，取长

补短，更好的为学生服务，同时合力提高北医神经科的学术地位。 

三、加强人才建设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学科发展的保证和动力。我们将利用各种渠道，为中青年医师提供

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开阔他们的视野，引导他们制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人

才梯队。争取利用 3-5 年的时间，使北医系统神经病学专业在各个亚专业都有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

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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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管理，进一步保证医疗安全 

医疗工作是各项工作的基础，而医疗安全又是医疗工作的重中之重。以第三医院为例，将继续

坚持网络管理、三线例会、主任查房、科巡诊、医护交流会等制度，进一步提高科室整体的临床能

力和二、三线医生的教学查房水平，同时有利于进一步保证医疗安全。 

五、稳步提高学系整体实力及其学术地位 

学系将坚持“专业突出、多点开花”的方针，利用不同医院的专业特色，及业已建立的多种平台，

继续稳固在各专业领域的优势地位，稳步提升整体实力，扩大在学界中的影响。同时，在科研中，

注重从临床中发现问题，注重科研的原创性和实用性，在发表更多的 SCI 论文的同时，努力提高其

影响因子及引用率。同时，利用各种会议进行充分交流，展示北医系统的科研实力和成果，以扩大

学术影响力。 

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病学学系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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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时光如梭，转眼间，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已成立八年，现将 2016 年学系工作总结如下： 

一、第八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及第一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论坛》规模与水平再创新

高 

秉承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发扬北大多学科优势，打造精品论坛”的初衷，第八届北京大学重

症医学论坛及第一届北京大学重症护理论坛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21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进一步扩大规模，吸引了千逾名重症医学界医护技人员参会，是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

的一届论坛。本届论坛邀请到国内外顶尖医学专家，针对 Sepsis 3 新标准的推出、炎症损伤与凝血

紊乱、重症护理与患者远期生命质量等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近百场的专题演讲和讨论。论坛期间，

由中国医学论坛报和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系共同主办的“北京大学重症医学科普大赛”也获得空前成功，

比赛以“说大白话，讲专业事”为指导思想，来自重症医学领域的 18 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 6 支战队，

妙语连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重症医学临床工作中晦涩难懂的医学词汇和复杂的医学原理。

比赛现场异常火爆，笑声、掌声不绝于耳，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此次论坛为重症领域的医护技

人员搭建了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在聆听国内外一线专家专题报告的同时，积

极提问、共同讨论，台上台下互动热切而深入。重症医学界同道们均给予论坛极高的评价。 

     
 

（二）重症医学专业教材与教学、考核体系的建设 

学系成立以来，每年均组织住院医师完成规范化培训考试。今年共有 8 名考生参加第二阶段住

院医师规范化考试，并全部顺利通过。2016 年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依然将重症医学专业教材与教

学、考核体系的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目前教材大纲及部分样章已经初步完成。相信，该教材在完成

后将使重症医学专业研究生、住院医师及进修医师的轮转和考核有章可循，最终实现统一化管理。 

（三）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沙龙与病例讨论 

在 2016 年度，在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病例讨论系列活动，即每 2 月由一家学

系内部医院组织进行专题病例讨论，本年度共举办 6 次。病例讨论涉及重症感染、镇痛镇静、临床

药理、重症超声、营养治疗、重症传染病等多个领域，病例内容生动丰富，给学系内部各医院之间

进行多学科交流与互动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通过讨论，使重症医师特别是青年医师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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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工作计划 

（一）2017 年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的工作重点之一仍然是重症医学专业教材的编写。目前计

划在上半年以样章为模板，完成各章节的编稿工作。 

（二）明年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将继续着手于八月中旬举办第九届《北京大学重症医学论坛》，

目前已开始着手论坛招商事宜，并后续制定论坛主题及邀请国内外专家。 

（三）2017 年学系将继承 2016 年的病例讨论形式，每两月学系各医院轮流进行组织，具体安

排已落实。并计划对有价值的病例进行筛选，汇编成册。相信通过不断积累，在促进临床交流的基

础上，定会使各级医师在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方面受益匪浅。 

（四）积极筹备并完成学系新一届委员会的改选工作，同时筹备建立学系下面的几个专业学组，

包括呼吸治疗专业组、肾脏替代治疗专业组等专业学组。 

（五）2017 年将完成学系换届选举工作，相信新的一届学系将在发扬原有优秀传统的基础上，

为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的发展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六）2017 年计划筹备成立北京大学重症医学学系呼吸治疗专业学组，旨在促进呼吸治疗师规

范化培训，增进呼吸治疗专业的学术交流，使呼吸治疗在重症医学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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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外科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一、普外科学系的情况简介 

北京大学医学部普外科学系正式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由北京大学各附属医院——北大第

一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肿瘤医院及各教学医院——积水潭医院、首钢医院、民航医院、北

京医院等的普通外科组成。为了在国内各大院校医院的普外科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继续保持和

巩固北京大学普通外科学科的优势和领先地位，经过北京大学各附属及教学医院的共同努力，实现

了资源整合与共享，成立了北京大学普外科学系。外科学系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原科主任

冷希圣教授担任学系首届主任，北大医院外科万远廉主任、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朱继业主任、北医三

院外科修典荣主任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外科顾晋教授担任学系副主任。人民医院肝胆外科陈雷主任

医师担任学系秘书。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学系章程（草案）》规定，每三年应通过民主选举的

程序进行换届选举，但由于种种原因，首届学系成员迄今尚未进行换届。 

二、普外科学系既往工作简介 

普外科学系自成立以来，以增加兄弟医院普外科之间的学术及技术交流为宗旨，以多种多样的

学术活动为方式，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普外科学系的整体发展。至 2015 年底，学系共举办了 22

届外科学系学术交流会，吸引了来自各附属、教学医院及北京其它兄弟医院普通外科的听众 2000

多人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2016 年活动总结 

1. 2016 年，在既往工作的基础上，普外科学系通过与继续教育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将北医普外

科学系学术研讨会申请了继续教育学分，全年共举办了 4 次授课，每次授予 II 类学分 0.5 分。此举

吸引了更多的医师参与，远郊区的兄弟医院普外科医师也踊跃参加，扩大了北医普外科学系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2. 切实增加了附属医院间的技术交流。北医各附属医院普通外科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学系成

立之前交流和沟通不多，新技术和新思维只能局限在自己医院无法得以推广及发扬。学系成立之后，

本着“走出去、请进来” 的原则，各医院间加强了不同科室间的技术交流与传授学系副主任、人民医

院肝胆外科的朱继业主任给各医院介绍了机器人辅助的微创肝切除术，学系副主任、北医三院外科

修典荣主任给参会人员介绍了诸如 ALLPS 的进展及应用体会等肝胆外科最新进展； 学系副主任、

顾晋教授介绍了临床研究的科学思维，开阔了参会者的视野，提高了参会医师的技术水平。学系各

成员单位单独也主办了大量的学术会议：人民医院成功举办了 2016 北京国际肝胆胰高峰论坛；北医

三院成功举办第 8 届全国胆道外科微创技术及新进展学习班，在国际及国内扩大了北医外科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3. 开展医院间的科研合作。学系拟整合各成员单位的临床及科研优势，形成合力，开展广泛的

临床多中心研究及实验室研究。 

四、普外科学系 2017 年活动展望 

1. 抓紧做好普外科学系的换届选举工作。 

2. 在既往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3. 积极开展各医院间的临床技术交流。 

4. 开展普外科教学的合作及研究，提高附属医院尤其是教学医院的教学水平，适当情况下开展

外科学系内的讲课比赛及讲演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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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外科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工作报告 

2016 年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

足亟待改进，在此对 2016 年学系的重点工作进行简要总结。 

一、学术及内部交流活动 

1. 心衰论坛 

2016 年 9 月 27 日-28 日，“2016 北京大学心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在北大医学部逸夫楼报

告厅圆满举办。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每年举办的“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是学

系的品牌学术会议。从 2011 年首届论坛的举办，经过多年的积累，“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

疗论坛”已经成为全国心血管外科专业知名的会议，参与人数超过千人，为我国心力衰竭外科治疗搭

建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机械循环辅助时代的到来”。会议邀请到了北大医学部副主任段丽萍教

授作为嘉宾为大会致辞，学系主任万峰教授、学系各单位的主要委员、天津泰达医院刘晓程院长、

美国密歇根大学心脏辅助装置先驱 Deeb 和杨波教授以及多名全国范围内从事机械辅助装置研究领

域的顶尖学者和心血管外科专业最优秀的临床专家出息了此次论坛。学系秘书长张喆教授主持论坛。 

段丽萍教授致辞讲到：“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近些年经过学系全体成员的不断努力，不断发

展壮大。目前学系成员单位年手术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学系成员单位内部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平

台，在教学、医疗及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心衰论坛着眼于推动心衰外科治疗的进展，为我

国克服心衰治疗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希望借助心衰论坛的平台，推动我国心力衰竭外科治疗向

前发展。” 

学系主任万峰教授指出：“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从 2011 年举办第一次心衰外科治疗论坛以

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我国心脏机械辅助装置的应用，力争走在全国的最前沿。然而我国心室辅助装

置却处于起步阶段，希望各位专家同仁共同努力，推动我国心室辅助装置的应用快步前行，推动临

床试验的进行。” 

随后 Deeb 教授和杨波教授介绍了国外心室辅助装置的应用情况和发展前景，天津泰达医院的

刘晓程院长、阜外医院的黄洁教授、周建业教授、安贞医院的侯晓彤教授，北医三院的徐明教授，“长

治久安”人工心脏团队的田步生教授分别就我国心室辅助装置研发现状、临床应用情况以及基础研究

进行了精彩的发言。众多参会专家学者同各位讲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位专家对此次论坛给与了

高度的评价，此次会议即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盛宴，也是一次我国心室辅助装置的机遇，借助心衰论

坛的平台，为今后各单位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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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师青年论坛 

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于 2014 年 12 月，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第二届青年医师论坛将在

学系教学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举办。万峰教授以及各位学系杰出青年医师代表将针对青年医师的

发展道路、心外科近年来的发展方向与热点进行精彩的讲座，为青年医师的发展提出中肯的建议。

论坛的下半场是疑难病例演讲比赛，各个教学单位代表，就临床中遇到的疑难病例将进行精彩的汇

报。学系一直倡导公开，自由的学术环境，希望各位代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通过此次交流，

在各单位之间分享疑难病例诊治中的经验，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与总结，为今后临床中提

高应对危重疑难病人能力，打下了基础。 

3. 学系同密西根大学 AVR 的临床应用经验学术交流 

9 月 20 日下午，TAVR 的临床应用经验—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习-密西根大学学术交流讲座在

北医三院举行。本次心脏中心活动由心脏外科张喆副主任邀请到了首例人工心脏置入手术的实施者-

美国密歇根大学心脏移植及心肺联合移植领域的先驱及领军人物 George Michael Deeb 教授进行学

术交流讲课。讲课由学系秘书张喆教授主持，来自各成员单位心脏外科、心脏内科、麻醉科的多位

专家参与了本次交流活动。 

Deeb 教授从 TAVR 手术发展历史开始，一一讲述了人工瓣膜的构造，TAVR 手术入路的选择，

术式间的对比，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国内医生非常关注的内容，随后，听众们等就 TAVR 手术的适应

症选择、团队建设和技术要求、麻醉注意事项等方面和 Deeb 教授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思想的碰撞，

大家畅所欲言，气氛活跃，最后，万峰主任向 Deeb 教授颁发了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的荣誉证

书。通过本次活动，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对 TAVR 相关的国外先进医疗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和

学习，获益匪浅，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学系将拥有自主完成 TAVR 手术的能力，更多的瓣膜病患者

将因此受益。 

 
Deeb 教授在介绍 TAVR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4. 海外行医之路学术沙龙 

9 月 18 日下午，“我的海外行医之路”——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学术沙龙在北医三院科研楼

125 教室成功举办。此次活动由北医三院心外科张喆主任进行主持，邀请到了北医三院心外科主任，

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主任万峰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心脏外科专家杨波教授以及从美国归来的

北医优秀毕业生于喆医生担任讲者。包括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京医院、世纪坛医院，306 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以及民航总医院的心外科主任，专家作为嘉宾参与了相关的交流。同时，现场还有超

过百名北医医学生，临床研究生及专业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场面十分热烈。 

医学之路，对于医学生来说是艰辛而漫长的，从刚刚步入大学，到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再到

一名受人敬仰的医学大家，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漫漫的行医之路上，对于很多年

轻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困惑与迷茫。为了能够更好地为年轻医生解除苦恼，北京大学心脏外科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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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外行医之路”为主题，邀请到了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心外科专家万峰教授、杨波教授分

享了他们的海外求学行医历程。两位教授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经历娓娓道来，他们一路努力拼搏换来

了今天的成就，经历的忐忑艰辛，让到场的所有人动容。近距离直面医学大家的风采，聆听他们的

教诲，对于很多年轻医生，医学生都是十分宝贵的经历。于喆作为北医的优秀毕业生，通过自己的

努力，在美国考取 Ph D 后又通过了执业医师考试，获得了进入临床培训的机会，作为同龄人中的

佼佼者，他的经历也为很多医学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场的参会人员同三位讲者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在此次学术活动中，万峰教授还为到场的医学生赠送了亲笔签名的《医者仁心》图书，希望他

们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行，收获成功。交流结束后，万峰主任向杨波教授、于喆医生颁发

了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的荣誉证书。学术沙龙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取得了圆满成功。 

 
万峰教授向杨波教授、于喆医生颁发荣誉证书 

 

万峰教授向医学生赠书 

5.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成立 

12 月 16 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

会”（简称“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正式成立。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医师协会

会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作为嘉宾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协会秘书长郑宏、会长助理

张华共同主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万峰教授，学系秘书长张喆教授，陈彧教授、曲波教授等学系主

任委员、全国范围内顶尖的心血管外科专家出席会议。 

会议中全体委员投票表决，全票通过万峰教授为首届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张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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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为协会秘书长，陈彧教授、宋之明医生为协会副秘书长。 

在此次会议后，留学人员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还邀请到了张极教授进行了自主研发，具有

知识产权的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技术的学术交流，得到了所有到场委员的一直欢迎，目前该项技术已

经进入我国临床应用审批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 

本次成立的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是一个以促进多学科合作和学科交叉为主的学术组

织，学系将借着欧美同学会这个平台，举办各项医教研活动，增强学系的社会及学术影响力。 

6. 心血管论坛报 

学系目前有内部交流刊物”心血管论坛报”仍在定期出版，2016 年全年出版 4 期.刊物全部由学系

内部成员供稿，内容包括科研最新进展，临床经验交流，教学心得体会以及学系各项活动的最新动

向，学系个成员通过阅读，在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也加强了彼此间的了解。 

二、医疗活动 

1. 手术量稳步增加 

2016 年，学系各单位的临床工作继续有序开展，手术量较上一年度稳步上升。同时，据统计，

学系各单位疑难手术、诊治重症、高领患者数目也持续升高。学系成立以后，各单位之间的交流及

人员流动日益增多，通过相互学习，各单位的临床工作水平逐步提高，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 11 月，学系各单位总共完成心脏手术共计 869 台，大血管手术 246 台，外周血管及其它手

术 2412 台。 

2. 临床新技术开展 

冠心病微创治疗：近年来，冠心病治疗技术不断向微创方向发展，冠脉支架和搭桥结合的杂交

手术是其中的亮点和热点，小切口搭桥与分期杂交手术结合了介入和外科治疗的优势，在保证良好

的远期治疗效果前提下极大地减少了患者的创伤。2015 年以来，学系大力推广小切口 LAD 单支搭

桥联合其它血管支架植入的杂交手术，目前累计完成了近 300 例，位于全国首位；2016 年，学系开

始尝试推广双乳内多支搭桥手术，在国内属于首发，目前已进行超过 50 例手术，全部患者顺利康复

出院。通过艰苦的探索实践，不断推广冠心病微创治疗手术，无疑为更多的冠脉复杂血管病变的病

人提供了效果好、创伤小、恢复快的最优选择。 

微创心脏直视手术：2016 年学系各单位共完成 12 例侧开胸体外循环手术，其中包括微创瓣膜

置换、微创瓣膜成形及先心病手术，全部取得成功，为今后推广微创手术多元化，积累了经验。另

外，2016 年心外科还开展了经皮，经胸等多种介入先心病治疗手术，介入手术无需在胸背部切口，

创伤小，痛苦小，术后几天就能愈合，不留疤痕。治疗时无需实施全身外循环，深低温麻醉。由于

介入治疗出血少，大多不需要输血，从而避免了输血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一般在 30 分钟至 1 个小

时左右就开始进饮，住院 1~3 天即可出院，大大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和住院花费。 

心脏康复： 2015 年，学系各单位统一制订康复方案等方式逐步开展了心脏术后早期的康复治

疗。在 2016 年，总结前一年的经验，学系针对心脏术后康复治疗制定了详细的常规和计划，并开始

制作患者康复手册，帮助患者指导出院后的饮食、锻炼及随访。针对肺功能不全患者，学系除了传

统的肺功能、血气分析检查外，还引进了目前最先进 Breath power 系统对患者的吸气肌力量进行测

量，并指导患者应用呼吸训练器，通过术前的呼吸功能锻炼，大多数患者经过测量呼吸功能明显改

善，降低了术后呼吸系统并发症的风险。同时学系还开始尝试术后极早期康复治疗，力争患者在重

症监护室就开始康复训练，通过四肢肌肉锻炼，局部理疗，床旁训练等方式，可以总体上加快患者

术后恢复速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缩短住院时间及减少住院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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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与科研 

1. 科研课题 

学系与长治市人工心脏中心及北京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系合作，研发自主人工心脏辅助装置的

动物实验仍在进行，此项课题获得山西省科学进步 2 等奖。目前，学系通过 2 年的探索，已经建立

起了大动物实验手术及围术期管理的一套完整方法，并逐步完善实验手术方案，2016 年进行动物实

验4例，并收集了相关的数据。预计我国首例自主研发心室辅助装置将在2017年正式投入临床试验。 

2. 发表文章及大会发言情况： 

2016 年，学系各成员单位总共发表核心期刊文章 10 余篇，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 20 余人

次，参加国外大型学术会议发言 4 人次 

3. 数据库建设 

2016 年，学系心脏外科手术相关数据库继续完善并修正，目前已经正式上线进入使用。该数据

库包含了患者基本信息、术前患者检查情况、手术相关情况、危险程度评分、术后并发症情况、患

者康复情况以及长期随访情况。目前已完成病人数据统计超过 500 名。同时学系同阜外医院合作的

中国心血管病手术数据库的科研工作也已顺利完成。 

4. 冠脉搭桥学习班 

2016 年 6 月，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微创冠脉搭桥学习班”在北医三院继续举办，学习班为

国家继续教育项目，每次授予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8 分。学习班总共接受国内各医院学院 20 余人次。

学习班为期 3 天，期间安排学员进行离体猪心吻合训练和活体动物实验，由学系主任万峰教授亲自

授课，并为学员颁发证书，此次培训获得了各位学员的充分好评。 

5. 心室辅助装置培训 

学系于 2016 年 9 月在心衰论坛后，举办了 “长治久安”心室辅助装置的动物实验培训课程，培

训由学系万峰教授担任主席。参加培训的各位学员进行了离体猪心操作的训练。训练结束后，万峰

教授在活体猪身上进行了“长治久安”心室辅助装置的植入演示，手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培训结束

后，学系为各位学员颁发了相关的培训认证证书。 

6. 研究生教学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学系 2016 年度在读博士生 12 名，硕士生 6 名。共接收、培训轮转研究生、八年制学生 70 余

人次。 

 

2017 年计划 

一、医疗 

临床中加强各医院之间交流与合作，实现临床资源共享，对于适合的患者，学系内部努力实现

专家流动 

增强国际合作，开展新的临床合作项目，2017 年努力推动我国自主研发“心室辅助装置”及“经

皮主动脉瓣置换手术”的临床试验。 

已学系为基础，加强国内合作，增强全国影响力，努力发展更多的协作单位。 

二、教学 

联合学系各单位，以疑难病例讨论为突破，紧密结合临床进行教学 

选取临床中死亡或严重并发症病例重点讨论，外请知名专家讲解，从中总结错误，提升经验 

延续学系优良传统，继续举办精品活动“北京大学国际心力衰竭外科治疗论坛”、“北京大学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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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搭桥学习版”等会议及培训活动 

继续帮助青年医师交流提高，举办“青年医师论坛” 

定期针对国内外热点临床问题，进行学术沙龙交流。 

三、科研 

加强沟通，共同商讨统一科研方向，增强合力，以学系为单位，进行多中心实验课题申请。 

努力推进学系单位之间临床数据共享，以便数据统计和文章撰写 

加强对于年轻医师科研能力的锻炼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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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工作总结如下： 

一、科学研究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 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以重大疾病难治环节的防治为切入点，

形成了血瘀和痰瘀、中药辅助治疗肿瘤、糖尿病脑血管合并症与中医药、胃病与中医药、睡眠障碍

与中医药、辅助生殖与中医药、口腔粘膜病与中医药、呼吸系统疾病与中医药等研究方向，从中医

药的临床疗效、作用机理、相关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2016 年，完成

了 1 项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的任务、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课题、1 项青年基金课题，9 项省

部级课题；新获批了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 项青年基金；另有 1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2 项青年基金和一批各级各类项目在研。在 SCI 收录期刊发表了 30 篇中医药研究论文。张学

智教授的 “荆花胃康胶丸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基础及临床应用” 获 2016 年度步长杯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二、学科建设 

在团队建设方面，冯淬灵教授就任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基础医学院的马治中和肿瘤医院的韩

淑燕晋升为教授。聘任中医药临床学院（西苑医院）的陈可冀院士、李连达院士为客座教授，唐旭

东、史大桌、李浩、徐凤芹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增加了本学科的医教研力量。 

在医学部研究生分院的领导下，完成了北京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参加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的

申报工作。 

三、学术交流 

1、在国际交流方面，学系承办了第一届中国微循环周，学系主任、国际微循环联盟执行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副理事长韩晶岩教授任大会主席，詹启敏院士和张幼怡教授任大会共同主席。来自

美国、英国、匈牙利、澳大利亚、日本、泰国的 29 名专家，含国际微循环联盟的 9 名执行委员、日

本、英国、澳大利亚、泰国的微循环学会的主席和 382 名中国学者参加了大会，有 27 名国内外气血

和微循环领域的著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46 位教授和青年学者分别在脑微循环和脑血管疾病、心血

管疾病和心脏微循环、休克、血栓、糖尿病与微循环、气血、血瘀与痰、新技术等 8 个专题做了报

告，20 个青年学者在两场一般报告中做了讲演，34 名青年学者在心脑、肾脏、休克、糖尿病微血管

并发症、传统医学、其他 6 个壁报交流区做了交流。并从一般报告和壁报中产生了 10 篇优秀论文奖。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微循环学会理事长詹启敏院士会见了前来第一届中国微循环周期间

的国际微循环联盟主席、美国密苏里大学心血管研究中心主任、医学药理和生理学系主任、生物医

学工程学系主任 Gerald A. Meininger 教授等国际微循环联盟的执委。詹启敏主任说微循环与各脏器

的疾病都有关，在中国，中医药在救治微循环障碍相关疾病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中医药和微循环的

研究对中国和人类的健康都将做出重要的贡献。第一届中国微循环周对促进中国微循环事业的发展

有重要意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创会副主席、秘书长李振吉教授于与世界微循环联盟的主席和部分执行

委员进行了交流，并在闭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医理论中的气血理论在指导治疗微循环障碍

相关疾病方面有很好的临床优势，借助微循环研究的技术，有助于研究气血理论的科学内涵，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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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研究也可以丰富微循环的理论，本届微循环周是中医药与微循环交流的高水平大会。 

2、学系与北京大学中医药临床学院（西苑医院）联合举办“第二届中西医协同创新论坛”，双方

就“复方中药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 脑血管疾病与中医药”、“ 冠心病与中医药”、“ 中西医结

合研究思路与方法”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3、举办了学系的 2016 学术年会，北大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博士研究生洪金妮和史宗明、北京医

院中医科博士研究生黄倜汇报了他们的科研工作，口腔医院粘膜科闫志敏副教授、人民医院中医科

冯淬灵教授、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系的韩晶岩教授以及中医药临床医学院（西苑医院）的

史大卓首席研究员、高蕊主任医师就各自的领域进行了演讲。医学部段丽萍副主任、科研处沈如群

处长莅临指导。 

2016 年，学系有 26 人次参加了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做了 8 个大会报告、2 个教育讲演、11 个

专题报告、5 个壁报。58 人次参加了各种国内学术会议，做了 30 个大会报告、5 个教育讲演、16

个专题报告、7 个一般报告和壁报。在国内外各大学的讲座 7 人次，组织或者主持的国内外学术会

议 35 人次。 

四、本科生教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系本科生教学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医学部各专业的本科生学习中医

药理论和技能，为毕业生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与中医药相关人员合作、或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奠定

基础。 

中医基础方面的系列选修课程包括中医基础理论(18 学时)、中医诊断学(18 学时)、中药学(18 学

时)、方剂学(18 学时)、经络与腧穴学(18 学时)、中医养生学(18 学时)、中医食疗学(18 学时)、中

医针灸基础理论（授课 48 学时、实习 33 学时）、中医康复学（授课 16 学时、见习 10 学时）。

中医基础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由中西医结合教研室承担，在本科生的第二至第三学年完成。 

中医临床课程必修课中医针灸学基础（48 学时）由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中医科和中西医结

合科承担，主要讲授各种常见疾病的中医辨证治疗，在本科生第四至第五学年完成。 

五、研究生培养 

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结合学系具有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科学型、专业型）两个

二级学科的硕士授予权，具有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的博士授予权，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开始研究生课程包括：中医药学现代研究进展、动态可视化技术与活血化瘀研究。毕业研究生：硕

士 12 人、博士 9 人。在读研究生：硕士 23 人、博士 26 人。 

中西医结合学系在中西医结合基础二级学科的博士点建设、中医学授课内容的衔接等方面还有

不尽人意之处，还需要继续努力。 

 

2017 年度工作计划 

一、 科研基金申请 

借国家推出“中医药重大专项”之机，整合学系的科研力量，形成团队参加申请，并积极组织推

荐部分研究人员参加其他团队合作申请。 

二、学科建设 

1、根据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的结果，找出不足，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2、完成“中西医结合基础二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申报工作，将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教研室更

名为“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系”，整合临床相关学科的力量，建设 “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系”。形成中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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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一级学科，中西医结合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二级学科的完整的“北大医学”中的中西医结合学

科。 

3、与北京大学中医药临床学院（西苑医院）合作，筹划“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培养体系。 

三、学术交流 

1、与北京大学中医药临床学院（西苑医院）联合举办“第三届中西医协同创新论坛”。 

2、与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联合举办中西医结合论坛。 

3、与临床相关学系联合举办中西医结合联会。 

四、本科生教学 

加强本科生“中医学”课程基础和临床部分的衔接和整合。 

五、研究生培养 

扩大导师队伍、扩大招收规模。 

六、博士后研究人员 

扩大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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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内科学系 2016 年的工作包括临床培训、科研工作、教学工作、北京大学

超声心动图论坛活动及学系办公室工作五个部分。 

一、临床培训 

2016 年，在临床医生培训方面，学系继续主办了 4 场临床病例讨论会。近年来，临床病例讨论

会已经作为学系的传统活动，日渐成熟，井然有序地在各个附属医院开展起来。病例讨论会给中青

年医师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锻炼自我的成长机会，同时搭建了学系内各个医院心内科面对面的经

验交流，对提高临床医师的诊疗思维及业务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在 2016 年举办的 4 场临床病例讨

论会中，有 12 位医生携精彩病例参加，覆盖了学系 12 家医院的临床医生，共计参与人员 900 余人。

临床病例讨论会继续通过远程视频直播成功完成了主会场和分会场的视频同步传输，很好的搭建了

学系各个医院之间的学术交流平台。 

学系拟在病例讨论会远程视频直播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多家医院的远程联合查房工作，通过远

程视频会议系统，可以实施图像、声音的双向传输，同时可以进行手术演示。目前，远程联合查房

的前期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大多数医院已完成测试。 

二、教学培训 

2016 年学系的教学工作包括开展 2016 年科研博士集体答辩，举办英文病例教学查房及举办第

二届英文病例演讲比赛。 

2016 年科研博士研究生集体答辩秉承了“创新、高端、收获”的宗旨，参照已建立好的标准形式

及流程，邀请国内心血管领域的专家作为答辩委员，顺利完成了答辩工作。 

2016 年 12 月，学系举办了英文病例教学查房，旨在规范青年医生英文书写，提高英文病例汇

报能力，促进国际交流。查房邀请了国际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林延龄教授，分别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及人民医院进行，包括英文病例汇报、书写培训及讨论等内容。在查房期间，英文作为唯一交流语

言，为大家创造了一个学习和使用英文交流的语言环境。会议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在轻松的氛围

里，英文交流与提高不再枯燥，与会青年医生得到了一定的技能提高，英文学习的兴趣和热情高涨。 

另外，在 2016 年 9 月还进行了青年医师英文病例演讲比赛的培训活动，青年医师踊跃报名，积

极参与和准备。目前，第二届英文病例演讲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准备中，备受期待。 

三、科研工作 

2016 年，学系进一步依托北京大学医学部，充分利用学系的整体实力及强大资源，开放实验室

平台，要求研究生必须参加常用实验室技术的方法学培训并通过考核，并针对研究生及基金负责人

开展科研思路及方法的培训，在课题设计、开题、试验进展等方面提供指导及支持，同时协助青年

医师基金申报工作，帮助审核及修改标书，以提高学系各附属医院科研课题的中标率。 

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参考既往培训的成功经验，学系组织了 2016 年临床科研方法学培训班，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小班授课，内容包括设计方法、方案撰写、伦理申请等，开展案例分析及实

战演习。来自学系 13 家医院的高年主治医师及副主任医师参加了这次全封闭、高强度的培训，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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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好评。 

学系在 2016 年 7 月召开了北京大学心血管转化医学论坛 2016 暨首届北京大学国际心脏康复教

育论坛，在 2016 年 11 月召开了第六届冠状动脉影像与功能学评价高峰论坛，会议就相关内容和学

术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会者积极参与，均感获益匪浅。 

2016 年 12 月，学系召开了北京大学心血管学系-波士顿大学公卫学院临床和队列研究研讨会。

会上，波士顿大学公卫学院的专家来华分享了 Framingham 研究的成功管理经验以及自动化数字采

集技术的应用，国内领域的知名专家对我国大规模队列研究的现状及展望进行了解析，通过增进双

方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我国临床研究的发展与成果转化。 

四、超声心动论坛 

超声心动作为心内科临床诊断及影响决策的重要检查手段，“培养会做超声心动的心内科医生”

是未来心血管专科医师培训的重要环节。2016 年，在学系霍勇主任的指导和倡议下，超声心动论坛

积极开展了超声心动规范化培训的筹备工作，制定了规范化培训、操作及考核方案，学系部分附属

医院将在未来成为超声心动培训基地。 

2016 年，每月一次的超声心动病例讨论会继续进行，由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北京

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清华长庚医院轮流举办。讨论会围绕病例展开讨论，内容包括超声心动及临

床决策，精彩纷呈。超声心动论坛继续通过公共微信平台与微信群，发布与讨论学术内容、疑难病

例随时讨论分享，促进超声心动图相关医疗、教学、科研的发展。 

2016 年 7 月学系组织了专门的心血管影像培训课程，由冯大力、李大元等国际华人专家讲授，

从临床应用角度介绍了心血管 CT、MRI、核素等影像学方法，内容贴近临床实践，涵盖诸多前沿及

进展内容，多家医院的心内科及影像科医生踊跃参加，反响热烈。 

超声心动论坛在推动临床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积极开展科研工作。目前，学系多个附属医院

心内科均参与了人民医院朱天刚主任牵头的超声心动评估左室肥厚的多中心研究工作。 

五、学系办公室工作 

学系办公室负责与学系主任沟通，协助安排学术活动，在学系平台上发布通知，协调主办方及

协办方解决问题、监管学系费用使用。2016 年，在学系主任的领导下，在各医院心内科的支持及联

络人的配合下，学系办公室的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展开。 

在未来医学向“大数据”的发展趋势下，2016 年学系开始着手建立心血管报告标准化模板，即将

各附属医院的心血管检查报告进行汇总，整理为统一的形式，使用标准化词条，方便后续数据及信

息的收集。在征求主任们的意见后，办公室确认并通知了具体专业分工及负责人，并安排联络人收

集各自医院的报告，包括冠脉造影检查及介入治疗、电生理检查、超声心动、Holter、运动平板试

验等。目前收集工作已结束，并将报告送达相应专业负责人，最终即将由负责人汇总后确定报告最

小数据集及基本涵盖内容，由技术人员提供支持。部分附属医院心内科已采用了 Philip 数据管理系

统完成超声心动检查报告，使用了基本统一的模板及标准化的词条。 

 

2017 年度工作展望 

2017 年，心血管内科学系将继续此前已成功举办的临床医生培训工作，包括开展每月一次的临

床医师病例讨论会及超声心动论坛活动，并继续举办英文演讲培训及比赛。学系未来的科研工作包

括临床研究方法学培训、设计新的研究课题、在学系平台上开展多中心研究等。学系办公室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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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进建立学系标准化报告的工作。 

新的一年，学系各附属医院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取长补短，贡献优势，汇聚多方力量，

积极促进未来工作的开展及学系的整体发展，共创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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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以下简称“全科学系”）自 2011 年成立以来，在医学部领导、各

附属/教学医院领导及教育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科医学学系主任郑家强教授的带领下，在全

体学系成员、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及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从本科生教学、研究生培养、专业学位

建设到师资培训、基地建设、交流合作等方面已经做出了诸多探索及努力，并初见成效。2016 年全

科医学学系经历了领导换届、与梅奥合作、第一医院全科建科等诸多大事并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将

2016 年度全科医学学系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本科生教学工作 

（一）完善《全科医学概论》课程 

自 2014 年起，全科学系开始针对八年制医学生本科阶段开设《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授课任务由

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及北医三院共同承担。目前，授课任务顺利进行中。为了提高课程质量，各家

医院均进行了积极的质量控制和改进，完善和充实全科医学概论课程内容，课后及时对学生进行了

调查，了解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课程内容的不足，以便为后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内容提供改进意见。

2016 年底，迟春花系主任主持了全科医学概论课程内容的研讨和调整会。讨论后在 2017 年的课程

中增加了分级诊疗制度和社区卫生服务等更贴近全科工作的内容。2017 年见习内容将增加至 54 课

时，三家教学医院将共同商讨见习课程设置。 

（二）其他相关工作 

1. 北大医院组织了医院和社区基地专家研讨本科生全科医学社区基层实习安排，2016 年完成了

2011 级八年制本科生全科教学工作。 

2. 2016 年 1 月-8 月:北医三院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 2011 级 5 班《全科医学概论》社区

实践，共计 6 组 37 名学生，每组社区实践 7 天。已经实现了社区实践达 54 课时。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八年制医学生本科阶段的《全科医学概论》已经完成了课程改革后的 2 轮授课。从学反馈意见

来看，学生们对这门课程的兴趣十分浓厚，期望值很高。学系正在修订《全科医学概论》的教学大

纲，希望通过明确学习目的，进一步提高授课效果。让更多的学生对全科医学产生深刻正确全面的

认识。为全科研究生招生储备力量。 

二、研究生培养工作 

（一）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实施和完成情况 

1. 第二批（2013 级）11 名研究生于 2016.5 顺利完成答辩，均获得临床医学全科硕士学位，其

中有 7 名同学早全科岗位。其中 3 名工作落实于社区。较去年明显增加。 

2. 第五批（2016 级）10 名全科医学研究生于 2016 年 9 月入学，统一在医学部举行了欢迎新生

入学的迎新会。目前，2016 级同学均进入临床内科系统，进行各亚科的轮转。 

（二）研究生专业学习安排 

1. 英语沙龙是全科学系研究生重要的专业学习活动，在各位全科研究生导师的监督及研究生的

自我督促下，目前已顺利实施了 4 年。通过参与英语沙龙，同学们在课程内容安排、英语听说及演

讲技巧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升。目前，仍然采用各医院自行安排的模式，学习活动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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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或每月 1 次，内容以病例分享及 RCGP 学习为主。2016 年，相应学生要求，北大医院每月有一

位指导教师参加学生的沙龙活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增加了知识含量，提高了学习效率。 

2. 2016 年 10 月 24 日举办的全科医学系“我在北医第一年”演讲比赛，各教学医院的全科研究生

均参加了比赛。全科基地轮转医生刘畅以其真挚的情感感染了在场的师生评委，获得一等奖。这次

比赛，让大家梳理了在北医学习的心得，交流了情感，也促进了研究生对全科医学的理解和热爱。 

3. 2016 年 7 月，2014 级研究生方静参加北京大学医学日本社会福祉法人“爱灿会”实习，访问了

日本养老设施、儿童福利设施和残障人士设施，交流学习了社会福祉方面的保险政策、实施和教育，

探索了全科医生在全人照顾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三）研究生的科研成果 

本年度全科研究生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优异的成绩，在全科年会上，第一医院 2015 级学生高畅的

论文《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临终关怀的研究》作为大会发言。另有四名研究

生的 7 篇摘要获书面交流。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全科医学在

职研究生顾泠萱的《精准医疗现状及对初级医疗卫生保健的启示与意义》也作为大会发言，人民医

院和第三医院各有一名研究生做书面交流。 

三、北医全科医学学系工作年度事件 

（一）全科医学学系换届工作 

2016 年 7 月 9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换届工作会议，任命第三届全科医学学系主任

为迟春花教授，副主任为董爱梅、曾辉、朱继红、孙凌波教授。 

（二）全科医学博士点申报 

在北大医院教育处支持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获批全科医学专业科学学位博士站点，郑加强教

授获批全科医学科学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 

（三）社区实践基地的评审和授牌 

2016 年 5 月 19-20，完成了对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第二门诊部、北京和睦家医院的评审工作，基本符合北京市社区实践基地的标准，提交申

请，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第 27 次部务办公会讨论通过。择期举行挂牌仪式（其中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第二门诊部已通过北大医学部授牌）。 

（四）附属医院全科教研室建设和建科 

1. 北大医院方面： 

（1）北大医院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宣布成立健康管理中心,迟春花教授任中心主任。健康管理

中心定位为临床科室，承担体检、慢病管理健康宣教职责，下设体检办公室。健康管理中心将成为

北大医院全科教研室新的载体，未来几年中会逐渐完善全科科室建设，建立健康培训中心，强化全

科教学和实践。 

2. 人民医院方面： 

2016 年度人民医院全科教研室开展的教学工作及继续教育工作见表 1，表 2。2016.9.27 人民医

院全科教研室承办学系带教工作研讨会，为推动学系全科教学搭建交流平台。在继续教育方面，主

办区县级继续教学项目和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各一项，2016.10.25 举办北京市区县级继续教育项

目“舒缓医疗的进展及临床应用”，由来自德哥亚琛工业大学的 Frank Elsner 教授和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老年科魏雅楠医师介绍“舒缓医疗教育在欧洲的发展历程”和“舒缓医疗和生命关怀”。2016 年 12

月 10日至11日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办的“第二期社区全科医师胜任能力培养”【项目编号：

2015-00-16-25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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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科教研室有关全科研究生及八年制的教学工作 
1 八年制医学生的《全科医学概论》课堂授课 
2 全科医学研究生 PBL/CBL 教学 
3 全科医学研究生北京市一阶段考前培训 
4 全科医学研究生北京市一阶段考前技能预考核 
5 全科医学研究生毕业考试监考 
6 北医全科医学学系安排的社区全科师资培训 

 

表 2 全科教研室有关全科规培基地的继教工作 
1 全科医生出科考考前培训 
2 全科医生出科考临床技能考核 
3 北京市全科基地检查或评估前学员考核培训 
4 北京市全科基地检查或评估前学员模拟考核 
5 北京市社区基地检查或评估前师资考前培训 
6 北京市社区基地检查或评估前师资模拟考核 
7 全科医生参加北京市一阶段考试的考前培训 
8 全科医生参加北京市一阶段考试的考前技能预考核 
9 社区基地全科师资培训课堂授课 
10 全科基地学生 PBL/CBL 教学 
3. 北医三院方面： 

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 

承担三院社区卫生教学的是北医三院第二门诊部，于 2011 年被任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社区卫生教

学基地，并且为北京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社区实践基地（2008 年）、北京市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

培训社区实践基地（2010 年）、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及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实习基地

（2009 年）。 

2016 年 5 月，通过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社区教学基地评估；2016 年 10 月，李磊、刘青、崔月

萍三位教师入选北京市基层实践基地百名优师计划；2016 年 11 月，通过北京市全科基层实践基地

动态评估。 

目前基地全科医学师资队伍总人数 21 人，包括全科医师、专科医师、专科专家、中医医师、护

士、康复医师、预防保健师等各类师资。在 21 名全科师资中，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2 人，中级职称

17 人。 

4. 其他各家医院也在不断壮大师资力量，积极开展并申请继续教育项目，完善基地建设并与社

区紧密配合工作。 

（五）准备并迎接基地评审 

2016 年 9 到 11 月，各教学医院均准备迎接北京市的教学基地评审。各全科基地全力展开相关

工作，基地干事或秘书负责各种协调、衔接工作，目前我学系各基地专业设置齐全，病种完善，临

床技能中心进行各种相关技能、操作的培训，全科各级各类教学师资，骨干师资正在逐渐壮大。但

准备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正在进行的工作并没有系统的档案整理和归纳，也缺乏规范的考核和记

录。各家教学基地已经交流了经验和教训，为将来的基地评审做好充分准备。 

（六）师资培训 

1. 2016.9.21 西城区社区全科医生培训项目启动会 

2. 2016.9.23 北京市全科医学临床基地师资培训结业式，李俊霞老师代表北医师资领取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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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9.27 全科医学学系带教工作研讨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带教工作研讨会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 2pm 于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第一会议室准时召开。这是全科医学学系换届选举后意义重大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中大家各抒

己见，很快达成共识，即我们的工作是尽快统一三家教学医院的教学方案和考核标准，顺利桥接专

科轮转和社区实践，形成完善的师资培训、考核和激励体系。在不断推进全科教学的过程中，逐渐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学系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4. 2016 年 12 月 10-11 日，北医师资团队作为授课专家，参加广州市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社区

时间基地师资培训班 

（七）2016.8.5 学系网站建立 

四、学系完成及获批的全科医学继续教育项目 

1. 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精品培训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迟春花） 

2. 全科社区临床胜任力培训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董爱梅） 

3. 2016.10.25 人民医院举办北京市区县级继续教育项目“舒缓医疗的进展及临床应用”  

4. 2016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办的“第二期社区全科医师胜任能力

培养” 

5. 中日友好医院于 2016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0 日举办《急诊床旁超声规范化培训》

学习班，本培训班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6. 老年人慢性病诊疗进展（民航总院） 

五、国内外合作项目 

国际合作方面： 

（一）与英国伯明翰大学/英国医学教育局的合作 

1. 2016 年 8 月 16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参与卫计委合作项目赴英访问。北京大学

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一行八 8 人

赴英进行为期 4 天的访问。此次项目由英国繁荣基金支持，主要目的是为基于英国经验研究我国分

级诊疗制度下的全科医生签约服务与激励机制，由英国繁荣基金支持。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

系和英国伯明翰大学共同组织筹划了此次赴英访问。中方参与人员分别是基层卫生司副司长诸宏明、

综合处处长黄磊、社区处调研员周巍，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秦江梅教授、副研究员张艳春、与

张丽芳，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主任迟春花、和秘书姚弥。 

2. 2016.12.14 英国驻华使馆中国繁荣基金全科医生儿科专业培训试点项目。 

3. 英国伯明翰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指委、英国国家医学教育局共同主办了 3 次海外师资

培训，分别在 2016 年 6、8 、11 月，共 70 余名医学院及教学医院全科管理或教学人员参加培训。 

（二）与美国方面合作 

1. 2016.7.31 中美国际交流论坛 

2. 2016.11.8 北医梅奥全科医学论坛 

2016 年 11 月 8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和惠每医疗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北医-梅奥全科

医学论坛：发展分级诊疗和基本医疗—中美医疗对话”，将目光投向了分级诊疗和基本医疗，邀请了

包括国内全科医学领域管理者及知名专家，以及来自美国顶尖医疗机构-梅奥医疗集团全科医学团队，

以对话和讨论的形式探讨目前全科医学发展之路，及当下切实可行的分级诊疗解决之道。 

国内合作方面： 

（一）2016.3.18-20，在厦门举办第八届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精品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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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11.4-6，在合肥举办第九届全国全科医学师资骨干精品培训班。 

（三）2016.11.10-13，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六、学系成员及导师全科医学相关社会兼职 
姓名 工作单位 全科医学相关社会兼职 
迟春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 
中国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执行主席；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

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生教育培训专家委员会副总干事； 
对外交流学组组长；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基层卫生分会副主委； 
《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编委； 
《中华全科医学》杂志编委； 
《家庭医生》杂志编委。 

苗懿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国老年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老年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常委；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常务副主编； 
中华医学会《健康世界》编委。 

孙凌波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基层医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全国卫生产业管理协会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曾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生教育培训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临床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工作委员会委员； 
好医生医学教育中心医学教育评价专家委员会专家。 

董爱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医学会全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物盐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北京医学会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王晶彤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内科专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学科组专家；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老年病学分会常委； 
卫计委人才中心全国卫生人才评价专家；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消化分会第一届委员会。 

刘薇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全科医学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全科医学》编委； 
《全科医学周刊》编委。 

高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顾承东 中日友好医院 中华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心脑血管病学组成员； 
中华卫生应急杂志编委； 
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AHA 培训中心培训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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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狄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

盐疾病分会社区学组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骨质疏松分会委员（骨内科学专业委员

会常委）；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心血管疾病防治控烟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社区学组委员。 

孙伟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睡眠研究会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 

黄鹏 民航总院 北京医学会老年呼吸与重症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老年呼吸与重症

学组委员；中国志愿者协会全国社区医疗服务团核心专家； 
北京医学会老年分会委员； 
中国医学教育协会眩晕专业委员会委员 

李月 航天中心医院永定路社

区服务中心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理事； 
北京医师协会全科专家委员会委员； 
2013 年北京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 

曾超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普儿科（全科）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 
陈陵霞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青年委员 

附录：2016 年全科活动媒体报道 

1、《全科医学是重要“专科”首届北医-梅奥全科医学论坛举行》-健康报 

2、《第一届北医梅奥医学论坛圆满落幕》-新华网 

 

2017 年工作计划 

工作目标： 

2017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将在医学部相关处室的领导下，进一步完善全科医学学

系的建设，推进全科在三甲医院建科的进程，进而完善全科教学体系的建设，建立标准化的全科医

学培训基地，强化师资的培训管理，强化科研建设，探索全科发展的可行性办法，继续推进国内外

的合作和交流。 

工作重点： 

1. 完成学系以往工作的整理和论文发表，深化教学工作 

2. 指导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建设：以北大医院为起点，推进全科医学科建设 

3. 师资培训：重点是北医系统内部的师资培训，精准提高带教水平 

4. 科研工作：重在产出 

5. 建立分级诊疗的网络 

与更多的基层医疗机构建立更密切的合作互赢关系，同时拓展社区教学基地。在此过程中探讨

分级诊疗模式。 

6. 建立病人教育中心 

与国际、国内相关机构合作，引进病人教育资源，结合国情制定系统性的患者教育体系，特别

是建立患者自我教育体系。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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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在 2016 年度成功举办了风湿病主题研讨会、学系工作总结讨论

会、青年医师沙龙系列活动以及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等活动。 

一、2016 年学系年度活动暨风湿病诊治共识及病理解读研讨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6 年度活动暨风湿病诊治共识及病理解读研讨会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在北京举行。风湿免疫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苏茵教授、张卓莉教授、刘湘源教授、王国

春教授及宋慧教授出席并担任会议主持。会议由学系秘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贾园教授主持。会

议不仅吸引了学系所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学科骨干、研究生、在校生和进修医，还吸引来了北医系

统外的风湿免疫学同道及兄弟科室同道，共约 130 余人参与了此次会议（图 1-2）。 

会议首先针对“风湿病诊治共识回顾”这一主题，邀请了栗占国教授、张卓莉教授、刘湘源教授、

伍沪生教授、宋慧教授、王国春教授以及何菁教授分别就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抗磷脂

综合征、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强直性脊柱炎、炎性肌病以及干燥综合征的诊治共识进行了系统回顾

或最新进展总结，不仅将各种疾病的诊治共识进行了纵向比较，而且，就这些常见风湿病在日常工

作中大家最关心且最常遇到或难处理的问题做了归纳总结。每位讲者都就各自主题进行了深入、系

统的讲解，为大家解惑答疑。 

在会议的第二部分即风湿病相关病理解读研讨会上，大会邀请了人民医院肾内科董葆教授以及

血研所石红霞教授分别针对“肾活检病理对临床诊断和病情评估的价值”以及“骨髓活检给风湿科医

师的启示”进行了跨学科的讲解，使风湿科医师对这两种在工作中经常需要进行的操作及其报告解读

有了深入认识，为以后的临床工作打下了更扎实的基础。学术报告后，学系委员、学科骨干及到场

的学生们进行了现场提问及热烈的讨论。最后，积水潭医院伍沪生教授做了会议总结。 

二、学系工作总结讨论会 

在 2016 年学系年度活动暨风湿病诊治共识及病理解读研讨会后，学系主任、副主任及委员们就

学系 2015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2015 年学系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青年医师沙龙、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经验分享、风湿病干燥综合征主题研讨会、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并参与举办了第七届类

风湿关节炎国际论坛等活动。之后，学系主任及委员们还就 2016 年的工作重点进行了讨论。对 2016

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展望和布置。相信在 2016 年风湿免疫学学系的工作会迈出更大的一步，取得更

多的成绩。 

三、主办第六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 

由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主办的第六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5～26 日在北京顺利召开。会议秉承“打造精品，服务临床”的理念和宗旨，邀请了数十位国内著名

专家学者进行了 35 场精彩的学术演讲。学系主任栗占国教授、副主任张卓莉教授、苏茵教授、刘湘

源教授、王国春教授、宋慧教授，学系成员伍沪生教授、贾园教授、邓晓莉教授、赵金霞教授担任

主持及讲者。与会者选取行医生涯中富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一套或连环病例，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

重点讲解常见病例的疑难问题诊治及少见病的诊断思路。300 余名与会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尤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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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免疫学学系的各家医院的年轻医师及学生积极参与了此次大会，获益匪浅，更是在讨论环节贡献

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典型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图 3） 

四、举办第二、第三、第四届“青年医师沙龙”活动 

为进一步更好地利用学系的平台发展风湿病学、鼓励和培养年轻医师及在校大学生，学系于

2015 年 12 月举办了首届“青年医师沙龙”。活动以各单位青年医师及在校生为主要对象。2016 年又

举办了 3 届，分别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医三院及积水潭医院举办。来自不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

青年医师及在校生针对自身参与的基础或临床研究进行了报告，还有归国人员分享了在国外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经验，收到听者的欢迎。很多学生及青年医生、研究学者有机会在这里更多的展示自

己、互相学习、讨论交流。学系主任、副主任及骨干轮流与会指导，予以点评，对青年医师及学生

的成长意义深远，受到青年学生及医师的欢迎。（图 4-5） 

 

 
图 1 风湿免疫学学系举办风湿病诊治共识及病理解读研讨会 

 
图 2  风湿病诊治共识及病理解读研讨会现场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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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风湿免疫学学系主办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 

  

图 4-5  风湿免疫学学系举办系列“青年医师沙龙” 

 

2017 年度工作计划 

北京大学医学部风湿免疫学学系在 2017 年的工作计划包括继续开展专题学术会议、系列青年医

师沙龙等活动，并拟在学系内部院际间开展在校生开题报告会、青年教学讲课培训等内容。 

一、第一季度： 

1、召开学系内部工作会议，商讨年度学系工作重点内容。 

2、召开以“疑难重症风湿病诊治”为主题的学术活动。包括对常见风湿性疾病临床少见情况的诊

治规范、风湿病出现重要脏器受累或合并危急重症时的诊治进展等进行专题讲解及讨论。 

3、召开本年度第一次（系列第五次）“青年医师沙龙”活动，请青年医师及在校生分享自己的科

研、临床或教学工作经验，互相交流。形式不限，内容多样。 

二、第二至三季度： 

1、举办学系年中专题学术会议，主题待定。 

2、举办第六、第七届“青年医师沙龙”活动，学系各家医院轮流主办。 

3、主办第七届全国疑难重症风湿病学术会议。 

三、第四季度： 

1、举办第八届“青年医师沙龙”活动。 

2、在院际间尝试开展在校生开题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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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肿瘤学系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2016 年是放射肿瘤学系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重要一年，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学系取得了相当

骄人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之处。现将 2016 年的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在肿瘤放疗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方面，学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2016.8 月肿瘤医院放疗科通过笔试和面试，成功招收了第二批北京市规培住院医师 5 名，并

并在入科后进行了入科摸底考试，根据个人情况，制定了个体化培训方案，进行系统培训（见图 1）。 

2. 为了便于住院医师管理，肿瘤医院设立规培住院医师责任导师和业务导师制度，对住院医师

进行全程指导和督促作用，并就住院医师待遇跟医院、科室进行了深入交流，改善了住院医师待遇。 

3. 2016 年肿瘤医院组织科内住院医师临床考核培训 2 次（1 次教师全员参加）；2016.5 北京市临

床技能考试后组织考生座谈 3 次；组织教师座谈 1 次。  

4. 2016 年肿瘤医院组织教师参加北京市住院医师教师规培活动 11 人次；组织教师参加医院组

织的住院医师查体培训等活动 20 人次；组织教师参加住院医师/研究生临床考核 6 人次 。 

5. 2016 年 11 月肿瘤医院顺利通过了北京市肿瘤放疗住院医师基地动态评审。 

6. 2016 年学系组织 10 位考生参加了北京市放疗住院医师结业考试。 6 位专家 7 人次参加理论

考试审题；有 5 位专家担任临床技能考试现场考管或参与督考。  

二、 在肿瘤放疗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一体化培养方案方面，学系已初步达成了共识，建立联

合基地，并正在争取肿瘤放疗成为北医专科医师试点专业 

放射肿瘤学系成立 3 年多来，在整合北医的放疗资源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发挥学

系内各医院放疗方面的优势，学系通过协商，决定采用依托肿瘤医院，以放射肿瘤学系的工作为基

础，由学校统筹，各医院优势互补参与的联合方式，建立北医系统内部规范化的放疗培训体系，参

与北京市住院医师规培和北医专科医师培训试点。 相关事宜学系已多次跟医学部领导沟通，并得到

了北医教育处、基教处及肿瘤医院的大力支持。 

三、以医学部放射肿瘤学系为平台，促成放射物理专业研究生招生 

在医学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学系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放射物理专业方面研究生的招收工作

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北医已经同意 2017 年开始招生。 

四、利用放射肿瘤学系平台，开展多种学术活动 

（1）2016 年以肿瘤医院为主体，在北医系统内部，开设了《放射肿瘤学基础》、《放疗肿瘤学

临床》及《放射靶区勾画与射野设置》三门研究生课程，总共 29 次课 58 课时，同时各医院还举办

相关讲座，如肿瘤医院放疗科举办区县级继续教育讲座 12 次，组织研究生英语读书报告会 29 次；

北大医院放疗科举办课内讲座 21 次；北医三院放疗科举办科内讲座 30 次等。 

（2）邀请国外专家举办讲座 3 次，如肿瘤医院放疗科邀请日本东京大学于野坚教授教授做专题

讲座等。 

（3）组织举办大型学术会议 11 次，如肿瘤医院 2016.3 举办北京市肺癌多学科治疗会议。2016.11

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肿瘤放化疗规范化培训暨第七届全球肿瘤放疗进展论坛》，参会者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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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2016.12 成功举办全国热疗年会，中外参会专家超过 200 人，外地专家超过 150 人；北医三

院 2016 年举办了 5 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分别为：全国放射性粒子规范化治疗肿瘤培训班，全国立体

定向放疗进展与规范化治疗学习班，全国精准消融放疗技术设备进展及规范化高级培训班、全国妇

科肿瘤规范化治疗学习班和全国前列腺癌多学科规范化综合治疗学习班；北大医院 2016.1 承办了北

京放射肿瘤年会，2016 年 3 月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泌尿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高峰论坛》。口

腔医院 2016 年 6 月举办全国性的放射性粒子治疗头颈部肿瘤的规范化培训（见图 4）。 

五、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放射肿瘤学系  

（1）继续完善了“北京大学放射肿瘤学系”网站内容（域名为：www.pkuro.cn），并利用网站宣

传学系。  

（2）在《医师报.放射肿瘤频道》多次宣传放射肿瘤学系。 

（3）积极组织学生参社会实践与校级交流，如 2016 年 7 月组织部分教师与研究生赴承德医学

院交流，2016 年 8 月组织部分教师与博士到河南安阳参加社会实践等（见图 5）。 

（4） 积极参加各种专业性学术活动。如肿瘤医院放疗科组织科内人员参加 ASTRO 2 人次，

国际肿瘤热疗学术会议 1 人次及全国性学术会议 50 余人次（例如：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年会

上，参会 12 人次，有 5 人次在该会上发言）。北大医院放疗科组织人员参加全国各种会议 56 人次，

北医三院放疗科组织参加国际及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30 人次（见图 3，图 6）。 

六、参与外校授课，在北医 开设《放射肿瘤学入门》选修课程 

1. 北医三院 2016 年度完成北京理工大学本科带教任务（16 课时）。 

2. 2016 年下半年在北医本部开始开设选修课程《放射肿瘤学入门》。选修该课的学生高达 124

人，参与授课的教授有朱广迎、申文江、王俊杰、高献书、李高峰、陈亚林、孙艳、蔡勇、王宗烨

等（见图）2。 

七、重视研究生教育，定期组织研究生汇报，如期完成一阶段、二阶段考核 

因为医教协同的缘故，研究生的规培有一部分时间不在科室，为了加强研究生的管理，肿瘤医

院、北大医院、北医三院都定期（6 个月）举办研究生报告会，了解研究生动态，以便及时给予研

究生指导与帮助。在研究生一阶段、二阶段的理论考试与面试方面，学系能及时保质保量完成。 

八、教学方面所获荣誉 

1. 肿瘤医院放疗科获该院“2016 教学优秀科室”称号；  

2. 肖绍文获获肿瘤医院“2016 年教学管理先进个人”称号；  

3. 肖绍文获肿瘤医院“2016 年住院医师心中的好老师”称号；  

4．肖绍文获肿瘤医院“2016 年度良师益友”称号； 

5．肖绍文 2016.12 获“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见图 7）； 

6．吴昊获肿瘤医院导师教学比赛二等奖；  

7．姜蕾蕾获得肿瘤医院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优胜奖；  

8. 王晓航获肿瘤医院病例展示优胜奖。  

九、不足之处 

1. 学系内各医院交流尚嫌不足，资源利用不够； 

2. 学系网站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3. 学系教学尚未有专门的教材； 

http://www.pkur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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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系内缺乏靶区勾画规培标准； 

5. 住院医师规培及专科医师规培中还没有充分发挥各医院的优势。 

 

2017 年度工作计划 

1. 继续利用各种机会，进一步宣传北大放射肿瘤学系；  

2. 完善本科生选修课程的实施，完善住院医师、研究生选修课；  

3. 加大学系与国内外相关学术团体及学系内部各医院间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4. 编写北医本科肿瘤放疗教材及靶区勾画教材；  

5. 进一步完善网站，使之成为重要的学术交流与讨论的平台。 

 

放射肿瘤学学系 

2016 年 12 月 

 

附图： 

住院医师入科考试

 
图 1 规培住院医师入科考核 

 

 

图 2  高献书教授、王俊杰教授主任为医学部本科学生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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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大医院高献书教授出席第二届亚洲放射肿瘤联盟会议 

 

 

图 4  2016.11 肿瘤医院举办第七届全球放疗进展论坛 

 

 
图 5  肿瘤医院组织部分教师与博士到安阳肿瘤医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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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肿瘤医院肖绍文参加第 16 届国际热疗大会并在大会发言 

 

 

图 7 肿瘤医院肖绍文获 2016“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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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工作总结 

2016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病学学系在北医领导及教育部老师的支持下，在学系主任黄晓

军教授领导及学系各位成员的大力支持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学系的相关工作，取得了一

系列研究成果： 

一、学系建设 

1. 黄晓军教授领衔的移植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获 2016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 中华医

学科技奖一等奖；2016 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3. 黄晓军教授获选入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工程。 

4. 黄晓军教授获得 2016 年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5. 黄晓军教授获得 2016 年诺奖之星荣誉，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为黄晓军教授授。 

6. 成立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细胞研究与治疗专业委员会，黄晓军教授为第一届专委会主任委员，

并成功于 2016-11-11 至 14 日于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第一次学术会议。 

7. 申报并举办国家级及市级继续教育项目 11 项，具体如下：1）北大人民医院继续教育对象人

数 367 人，达标率 100%；具体申报并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 7 项如下：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单倍

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研讨会、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血液病患者感染诊断与规范

化治疗系列巡讲、第十届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论坛、血液系统疾病规范化诊治研讨会、多发性

骨髓瘤的规范化诊治研讨、血液病临床诊治进展学习班。主办了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2 项：北京

血液学术年会及疑难病例系列讨论会、血液系统疾病的规范化诊治；2）北大医院：2016 年度我科

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一项，内容围绕急性白血病诊治策略、进展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获得

参会者的一致好评；3）北医三院：2016 年举办了国家级继教项目——第七届华北地区淋巴瘤

研讨会，参加人数 300 余人，并 2016 年度组织继续教育学习项目 20 次；4）暨国家级继续

教育项目“2016 积水潭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北京积水潭医院血液科设立积水潭

中法骨髓瘤论坛分会场，也是积水潭中法医学论坛的四个分会场之一；5）北京儿研所承办

北京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小儿血液/肿瘤学组学术活动，该活动是北京市 2016 年继续教育注册学分项

目。 

8. 编写继续教育相关教材情况：《哈里森内科学（第 19 版）——血液系统分册》。主编 黄晓

军。 

9. 2016 年度新获批基金项目 24 项。 

10. 2016 年度内北大医学部血液病学学系 SCI 论文共计 70 余篇，其中发表在肿瘤领域最高影响

因子杂志‘JCO’ （IF=20.98）1 篇，血液领域最高影响因子的期刊‘Blood’（IF=11.85）1 篇，‘Leukemia’

（IF=12.1）1 篇。 

11. 本年度年内北大医学部血液病学学系在血液病领域的国际性会议上，包括 BTG、ASBMT、

EHA、EBMT、ASH、ISH、APBMT 共有大会发言 40 余人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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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培养方面：加强梯队建设，培养后备力量和青年骨干。通过科内轮转，加强中青年医师临

床专科培训；通过各种平台，包括中国医师协会病例比赛、北京医师协会病例比赛及全科查房等，

进行病例讨论及病例辩论，训练中青年医师临床思维。同时鼓励中青年学者在临床工作中凝练出科

学问题申报国家级科研基金，以此加强临床诊疗所需的学科硬件建设。  

二、学系成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一）教学改革情况：黄晓军所长非常重视教学，经常强调有了年轻的人才才有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他把教学和培训的理念根植在每个教师的心中，贯穿每天的工作中。在既往教学工作基础上，

2016 年血研所教学工作又增加了多个亮点：（1）进一步提高教学意识和教学水平：教学团队包括医

疗、护理和科研，教学对象包括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年轻工作人员，造成高年资者应为

人师表的氛围；黄晓军所长除了亲自带研究生，还以先进的管理理念经常培训和影响上岗不久的研

究生导师，从学术、育人、做人等多方面提升教学队伍教学素质和教学水平。（2）注重教学查房，

强化临床技能训练，让年轻医生在血液病化疗或移植患者这个特殊疾病模型上，除了同样学到呼吸、

消化、心脏等大内科疾病的知识和处理技能，更可以学到复杂病情时如何把各科的基础知识整合在

一起应用的能力，对临床思维能力的提升起到独特的作用，尤其注重对临床思维思辨能力的培养。

（3）建立新的教育互动平台：在原来每周三下午 1 个小时的 doctor club 或疑难病例讨论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每周一 1 个小时的“午间道”学习，为方便大家参加，多个病区连线，主要讲解新的指南、

诊疗规范和医疗质控、传达学术会议的新信息，要求学生、年轻医生和进修医生都参加，讨论互动，

不但学习知识也锻炼演讲能力。（4）形成医生和护士的导师培训制度：在校学生都有自己的指导老

师，经过双向选择，年轻住院医生也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年轻护士也都明确了自己的指导老师。

血研所在病房扩展中，新的医生、年轻的护士不断加入，这种导师制保证了在人员流动较大的情况

下，年轻人快速成长，保证了医疗和护理的安全。（5）把教学成绩列入导师年底考核内容，要求在

述职中展示：导师间互相学习和促进。（6）护理教学成为新亮点：护士的流动性大辞职率高，为护

理教学带来了新的压力，为了保持护理安全，教学必须跟得上。近年来，我科护理各种培训、授课、

继续教育等项目，呈现规模化、体系化、规范化和内容多样化的特点。 

（二）教学工作量：2016 年常英军主任医师被聘为北京大学血液学系系主任，张圆圆副主任医

师被聘为北京大学血液学系副主任。本年度有 3 人参与讲大课（王昱、张晓辉、颜霞，共 11 学时），

2 人（王婧、赵婷）参与血液科生产实习带教，1 人（主鸿鹄）参与血液科见习带教，石红霞指导骨

髓片判读 9 学时，杨申淼为 2014 级研究生进行理论辅导 8 学时，9 人次为医学生、规培住院医师、

护士等进行技能培训。本年度无教学调课任务。江浩主任医师获得 2015-2016 年度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优秀教师，王林楠护士在中华感染管理学会讲课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并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讲课

比赛中闯进决赛。2 项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在研（杨申淼：标准化病人(SP)在客观结构化临床技能考

试(OSCE)后的反馈在低年住院医师医患交流技能培训中的应用；颜霞：血液系统护理师资授课技能

培训体系建设）。本年度 13 人次担任北京市一阶段考核、北京大学医学部二阶段考核、转博考试等

考试考委。颜霞老师做为北医护理学院专职临床授课教师，为北医护理本科生授课。授课内容包括

急性白血病、慢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缺铁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共授课 7 学时。

科护士长颜霞老师主持完成了为期 15 个月的血液科临床护理师资培训体系。其中包括专科知识、人

文素养、授课技能三个方面的内容。完成此项培训和考核的护理带教老师共 35 人。通过系统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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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护理带教老师的血液科专业知识、授课技巧和临床教学方法的应用、电子教案的书写均有了不

同程度的明显提高。培训后共 29 名护理带教老师全部通过五个阶段的考核，被授予“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血液病研究所临床护理讲师”证书。 

本年度血液科毕业八年制博士 4 人，临床型博士 1 人，科研型博士 3 人，临床型硕士 1 人，科

研型硕士 2 人，另有 2 名临床型硕士转博。其中王谦明和冯非儿获得“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称号，姚

秋妹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目前血液科仍有在读八年制博士 2 人，临床型博士 3 人，科

研型博士 9 人，临床型硕士 4 人，科研型硕士 7 人，另有 2 名博后在站。本年度层流室第一年接收

护理实习生实习，实习人数 16 人，共实习 1 个月。本年度血液科各类学生在读期间成绩斐然，2016

年发表的以学生为第一作者的 SCI 和核心期刊文章 20 余篇，学生登上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讲台

10 次，学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展示壁报 6 次，其中宋阳、时旼旼获得第 58 届美国血液学年会摘要

成就奖（abstract achievement award），14 人获得包括国家奖学金在内的各类奖学金。 

（三）教材建设：黄晓军主编《哈里森内科学（第 19 版）——血液系统分册》，路瑾翻译其

中浆细胞疾病以及淀粉样变性章节。黄晓军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八年制内科学教材，江浩和

王昱录制《白血病》 《造血干细胞移植》多媒体课件；江浩参编《临床肿瘤学》研究生教材人民卫

生出版社 主编：赫捷  2016.3 出版第 37 章白血病。 

（四）本年度继续教育情况： 

1. 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 

（1）承担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各种培训及考试（考核）工作：  

a．本年度血研所住院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本年度内 6 人进行住院医师第 2 阶段培

训,15 人进行住院医师第 1 阶段轮转工作； 

b. 本年度内我所继续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住院医师/专科医师第二阶段考试（考核）工作，13

人次参与医学部及医院组织的各类考试考核工作（包括北京大学医学部住院医师第二阶段笔试阅卷

及思维考核、北京市一阶段考核、转博考试临床思维面试、多站考核、出科考等）。 

（2）本科室住院医师考试通过率：1 人（卢晟晔）参加住院医师第二阶段考试并通过,5 人参加

住院医师第一阶段考试并通过，2 人（徐郑丽,左书凝）通过转博考试。 

（3）发表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相关论文情况：无。 

2. 参与继续教育课程授课情况：科室对进修医师进行认真的管理、培训，此外还承担进修医的

讲课工作，临床各病房、门诊、骨髓形态室、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及染色体实验室等联合指导了来自

10 余个省市的进修医师 30 名；今年共接收院内培训护士 39 人，进修护士 20 人。完成中华护理学

会、北京护理学会《肿瘤专科护士培训班临床教学》四周，共 21 人。颜霞在全院护理继续教育课程

授课《安全输血》 10 次，每次授课人数 70-150 人。颜霞在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中授课 2 次，每次

授课人数 150 人。颜霞在北京市级继续教育项目中授课 2 次，每次授课 80 人。护士长在护理部组

织下对全院护士进行护理继续教育授课 8 次。参加授课护士长有徐晓东、董霜、张鹍。主要授课内

容包括药物外渗的临床表现及护理、造血干细胞移植全程护理、护理记录与护理评估的应用等。 

（五）2016 年度科室发表统计源期刊论文篇数、发表 SCI 论文目录。 

2016 年度内血研所共计发表统计源期刊 25 篇，SCI 论文共计 53 篇，其中发表在肿瘤领域最高

影响因子杂志‘JCO’ （IF=20.98）1篇，血液领域最高影响因子的期刊‘Blood’（IF=11.85）1篇，‘Leukemia’

（IF=12.1）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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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6 年度本科室新获批的科研基金项目及在研科研基金项目成果获奖情况。 

1、2016 年度内多人承担或获得多项国家或省部级课题，已知今年新获批基金项目 13 项，总经

费约 1634 万余元。 

2、在研项目 43 项，共计金额 3835 万余元科研成果获奖： 

1）2016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一等奖； 

2）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3）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4）黄晓军教授获选入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工程； 

5）黄晓军教授获得 2016 年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6）黄晓军教授获得 2016 年诺奖之星荣誉，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为黄晓军教授授； 

7） 获得授权专利名称：定量检测 CSRP2 基因表达的引物和探针及其应用，专利号： ZL 2014 

1 0795885.9 申请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发明人：阮国瑞、黄晓军、刘开彦、姚秋妹、李金兰、王

卫敏、李玲娣、周娇， 20160907 授权； 

8）获得授权专利名称：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启动细胞特性测定系统，专利号：ZL 2013 1 

0054222.7，申请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发明人：黄晓军、孔圆、刘艳荣、王亚哲、常英军、江倩，

20160601 授权。 

（七）国际交流情况。 

本年度年血研所在血液病领域的国际性会议上，包括 BTG、ASBMT、EHA、EBMT、ASH、ISH、

APBMT 共有大会发言 30 余人次，以年轻医师为主，本所医生参加国内会议并发言 50 余人次。颜

霞护士长还受邀在第 21 届亚太国际造血干细胞移植会议护理专场上做特邀报告，同时颜霞、胡伟护

士长和王婷护士也在此次会议上通过壁报形式参与学术交流。颜霞护士长、徐晓东护士长和杨子樱

护士还在第 42 届欧洲骨髓移植会议中展示壁报。通过这些参会发言，向国内外展示了血研所的研究

成果，提高了血研所、人民医院的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 

同时血研所本年度还邀请多位国际专家来我所进行学术交流，包括 Lancet 主编、德国汉诺威血

液科教授 Renata、英国血液学杂志主编 Cotter 教授、德国 Wurzburg 骨髓移植主任 Mielke 教授等。 

（八）2016 本科室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政府、媒体的报道。 

黄晓军教授先后接受了澳大利亚电视台三生有幸、CCMTV《时间记忆》中国临床肿瘤学发展

纪实、新华社网络电视台健康频道、BTV 科教健康北京、健康报、北京大学官网、新民周刊、中华

医学信息导报、新华网、光明日报的采访。此外，张晓辉和王昱教授也分别接受了 BTV 健康北京的

报道。  

（九）2016 年度科室大事记 

1.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获得国家自然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2. 2016 年 7 月 8 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召开第四届中法血液高峰论坛； 

3. 2016 年 10 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召开了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单倍型移植学术会议； 

4. 2016 年 6 月 23Lancet 主编来我所交流； 

5. 2016 年度内血研所共计发表 SCI 论文 60 篇，其中 Blood 2 篇， JCO 一篇。  

6. 2016 年度内多人承担或获得多项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新获批基金项目 11 项，总金额 1400 余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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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 年黄晓军教授带领的团队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8. 2016 年 2 月举办国际血液恶性肿瘤桥接会； 

9. 黄晓军教授获选入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工程； 

10. 黄晓军教授获得 2016 年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11. 颜霞护士长受邀在第 21 届亚太国际造血干细胞移植会议护理专场上做特邀报告，这也是本

所护理专业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十）2017 年本科室核心工作计划。 

1. 继续完善造血干细胞移植体系，保持本团队在 HSCT 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将规范化造血干

细胞移植技术在全国推广； 

2. 建立国际先进，国内领先高水平血液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断平台。 

3. 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高效产出的转化医学平台。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血液科 

（一）教学总结 

1. 全科各级教师完成常规教学任务。包括北医夜大本科生、八年制的血液专业大课及 CBL 教

学工作，院内进修医授课。对于本科生教学，各级教师认真备课探讨，积极组织青年教师试讲及点

评；同时对于本科生的临床实习工作指定了专人负责，并综合应用团队式教学、SOAP、DOPS、

mini-CEX 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培训和考核工作。对于住院医师及研究生的培训遵照我院大

内科统一安排，同时具有专业特色。各级医师均参加了医院组织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师资

培训；部分教师参加了胜任力导向住院医师教育师资培训，并获得证书，使我科的住院医

师培训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教学工作中，各级医师相互配合，利用病房中的典型病例进行

团队式教学、教学查房和小讲课，将教科书中的各种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住院

医师的学习积极性和有效性。同时，综合应用出科考试、mini-CEX、SOAP、DOPS、面对面评价的

方式对住院医师的岗位胜任力情况进行督导，使得教师的指导工作更加有的放矢。王颖副主任担任

国家级职业精神培训讲师，李渊副主任医师担任国家级职业精神培训讲师及院级的 PBL 培训讲师。 

2. 教学主任王颖作为负责人获市级及医学部教学科研基金 3 项。参与者结题国家卫计委住院医

师培训课题 1 项。王颖主任作为教育处长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医学教育）1 项，作为主编承

担 2 部医学教育教材的编撰，为我院医学教育改革及血液科医学教育改革作出突出贡献。 

李渊副主任医师、王莉红副主任医师作为课题负责人各承担医学部教学课题 1 项并结题，作为

主要参与人参与市级及院级教学课题，完成教学文章 2 篇。李渊副主任医师获得 2016 年中国住院医

师大会突出贡献奖，作为大内科教学秘书，协助大内科教学主任圆满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各

项工作。并于 2016 年 11 月接任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病学系副主任。 

3.我科多名教师积极参与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研究生考试及住院医师考试的命题工作；并参加

了各种类型考试的监考工作。多名教师参与完成了 up to date 的翻译工作。 

4.全科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教师全年圆满完成每人至少 80 个学时的教学工作。王颖主任和李渊

副主任医师均超额完成教学学时。 

5. 本年度我科共有在读研究生 14 名，毕业硕士研究生 1 名，博士研究生 2 名。多名研究生参

与各类课题研究，研究成果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交流 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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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6 年度我科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一项，内容围绕急性白血病诊治策略、进展等热点问

题进行了探讨，获得参会者的一致好评。 

7. 全年无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发生。 

（二）科研总结 

1. 2016 年度我科共获得各类基金 5 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北京大学临床研

究项目 1 项，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基金 1 项，北京大学医学部重点学科项目 1 项，院级青年基金

和护理基金各 1 项。 

2. 2016 年度共发表论文 19 篇，较前有所增加，其中 SCI 论文 5 篇，与去年持平。 

3. 2016 年度 6 人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大会或分会发言，16 人次壁报交流；1 人在地方级会议

上发言。 

4. 2016 年度李渊副主任医师、王茫桔副主任医师在国际学术会议（美国血液病年会）上进行壁

报交流。 

5. 我科杨宏艳护士长参与撰写著作 1 本。 

 

北医三院血液科 

（一）教学方面  

2016 年血液科教学工作在院领导、院内教育处、内科教学组的指导下，通过全科所有老师的共

同努力，顺利完成了本年度的教学任务，并协助院内完成北京大学医学部及北京市的各项教学检查。 

血液科为了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设有完善的教学构架，包括教学主任、教学秘书及教学干事，

分别负责科室的各项教学工作安排，做好教育处与科室，大内科教研组与的科室的桥梁。 

科室定期组织全体教师进行学习、讨论和总结，包括：1.制定教学计划：八年制医学生理论授

课、见习，药学院学生授课与见习，进修医生授课；2. 科室统一备课：八年制教学；3.总结教学工

作中的问题：如教学内容安排的合理性、教学病例的选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等等；4.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内容：提出住院医师的问题，强化主治医师带教的观念；5.科室教学主任、教学

秘书准时参加院内教学会议，并定期召开科室教学工作会议，安排各种教学活动，安排科室继续教

育工作。 

血液科教学质量管理小组成员及职责如下： 

姓   名  职   称  职   务  职   责  
克晓燕  主任医师  科主任  负责全面工作  
景红梅  主任医师  副主任  教学主任  
田磊  主治医师  教学秘书  协助教学主任完成科室教学工作  
王晶  助研  教学干事  研究生、继续教育工作  
刘佳  主管护师  护士长  护理教学  
张婉静  主管护师  护理教学干事  护理教学  

2016 年血液科一如既往，承担了 8 年制、药学院医学生血液学的理论授课，8 年制学生临床见

习、生产实习、住院医师、研究生及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教学工作，并承担医院、医学院及北京

市的各项教学监考任务。血液科各位教师在整体教学过程中认真负责，在监考执行过程中能够做到

公平、公正。 

2016 年 8 年制教学均安排了高级职称及高年资中级职称人员担任，教研室仍然以强调理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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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知识的掌握为基础，联合 CBL 教学、见习带教多种教学形式，强化知识的学习。在 2015 年我

科董菲老师的教学课题 “标准化病人”模式的获得了初步的成功，继续该课题我科田磊老师申请了

“视频模拟教学法”课题，继续探索新型带教模式，这样使得血液科教学内容更充分，形式更多样。 

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都能够做到提前做好准备、认真备课、按时完成讲课任务，较好的完

成了我科的教学工作，全年中未发生迟到、早退、缺勤等情况。 

科室安排的 8 年制学生小导师均为科室骨干、热爱教学的中级教师，从学生心理、生活、学习

能做到全方位的关心和辅导，使得医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学习内容，更快的适应医院的生活，得到

了学生的好评。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中，安排有每周的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死亡讨论等，并进行

了相应的记录。与内科教研组一起制定出科考核计划，定期组织出科考核工作。 

在临床工作中，对于进入科室的医生提前进行入科教育，在我科学习工作过程中每周三设有教

学查房，围绕查房所涉及疾病进行重点学习，同时在查房结束后还安排专业学习，拓展视野。内容

包括血液科疾病的最新诊疗进展及规范、新技术的临床应用。 

血液科目前在读研究生 12 名，其中科研型博士研究生 3 名，八年制学生 1 名，临床型博士 1

名，临床型硕士研究生 7 名。今年我科毕业研究生 4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1 名，八年制学生 1 名，

科研型硕士 2 名。 

导师/副导师（指导小组成员）更、聘情况记录准确。对研究生实施导师见面制度，每周 1 次，

询问学习、生活状态，总结其学习成果，并对于下一步工作进行指导。同时为研究生配备辅导教师，

实验室工作及临床工作都有具体的指导教师；组织研究生参加科室的学术交流活动，提高知识水平。 

今年所有研究生均按计划完成了各自的临床转科、学位课程学习及学位实验等工作，未出现差

错事故，研究生共发表文章 7 篇（其中 SCI 2 篇），已接受待发表论文 4 篇。 

今年我科临床进修医师 2 名。在进修期间，能够认真执行进修学员座谈会制度，定期与进修医

师进行座谈并进行记录。组织进修医师参加科室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死亡讨论等，组织进修医师

参加技能培训工作并进行考核。同时，我科医师参加了大内科的进修医师讲课工作，任课的各位教

师都能够做到认真备课、按时完成讲课任务，全年中未发生迟到、早退、缺勤等情况。 

（二）科研方面 

2016 年全科人员共发表论文 21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5 篇，核心期刊收录 16 篇，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三）继续教育工作 

我科积极组织科室继续教育，安排科内人员利用不同时间参加学术会议、参加医院组织的各类

讲座、培训，学分录入及时、规范，保证全体人员完成了继续教育工作。 

1. 2016 年我科继续举办了国家级继教项目——第七届华北地区淋巴瘤研讨会，参加人数 300 余

人，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课程结束后已按时上交电子版文件（①国家级项目执行情况汇报表②

课表③通知④考题⑤通讯录⑥教材使用情况表）。 

2. 2016 年度我科组织继续教育学习项目 20 次，具体如下： 

序

号  
继续教育活动名称  培训类型  

主讲  
教师  

职称  举办时间  

1 B7 家族分子的抗肿瘤免疫作用研究  学术报告  张巍  助理研究员  2015.11.11 

2 AML/MDS 合并胸腹腔积液  专题讲座  杨萍  主治医师  201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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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子生物学检测在血液病诊疗中的应用   专题讲座  董菲  主治医师  2015.12.02 

4 外周 T 细胞淋巴瘤的治疗进展  专题讲座  克晓燕  主任医师  2015.12.16 

5 移植后卡氏肺孢子虫病  专题讲座  胡凯  副主任医师  2016.01.06 

6 新一代分子诊断技术在淋巴瘤诊断中的研究  专题讲座  王晶  助理研究员  2016.01.20 

7 TEG 在血液系统疾病中应用价值  专题讲座  刘彦  副主任医师  2016.01.27 

8 少见类型淋巴瘤  专题讲座  景红梅  主任医师  2016.02.03 

9 弥漫性肺泡出血  专题讲座  李其辉  主治医师  2016.02.24 

10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常见肺部并发症  专题讲座  胡凯  副主任医师  2016.03.09 

11 AML 治疗进展  专题讲座  赵伟  主治医师  2016.03.16 

12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诱导、巩固、维持治疗  专题讲座  田磊  主治医师  2016.04.13 

13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淋巴瘤相关研究  专题讲座  王继军  主任医师  2016.04.27 

14 继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病例讨论会  包芳  主治医师  2016.05.04 

15 AML-M3 的诊疗进展  病例讨论会  刘彦  副主任医师  2016.05.11 

16 皮肌炎合并弥漫大 B 淋巴瘤  病例讨论会  万伟  主治医师  2016.05.25 

17 CD19CAR-T 在成人白血病和淋巴瘤中的应用  学术报告  景红梅  主任医师  2016.06.08 

18 内源性危险和炎症  专题讲座  杨晓峰  教授  2016.06.17 

19 2016 年欧洲血液学年会传达 -DLBCL 专题讲座  王继军  主任医师  2016.07.20 

20 难治复发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研究进展  专题讲座  克晓燕  主任医师  2016.09.07 

3. 病房工作中密切安排了所有人员的教学工作，将临床和教学很好的相结合，并定期安排专科

小讲座及疑难病例解析；同时定期在科内举行英语学习，提高全科医师及研究生的英语水平。 

4. 我科增派中青年医师参加包括欧洲血液年会及美国血液年会等多项国际会议，增加中青年医

师的学术水平，进而提高我科整体学科水平。 

5. 我科田磊老师获得我院教学课题 1 项，董菲老师教学在研课题 1 项；田磊老师获得 2016 年

度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称号。 

（四）科室管理工作 

1. 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技术，组建科室微信交流群，方便领导下达任务命令，提高执行力；同

时方便科室内事务的沟通与联系，比如会诊及收治病人；紧密了实验室与临床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给疾病诊治带来了便利。 

2. 完善了会议记录本，确保各种会议均有记录，各项决策均有记录，所行事务有据可查。 

3. 因有人员晋升变动，故调整了科室人员配置，真正做到每个病区均有三级医师，确保三级医

师查房制度的贯彻与落实，即使在节假日期间仍有保证。拟实行副高以下医师的岗位轮换制，使每

名医师均有熟悉不同岗位职司的机会，熟悉科室各项事务。 

总之，在 2016 年我科从医、教、研等各个方面进行着不断的改善和进步，但仍存在着很多不足

之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医院的期待还有差距，前进中可能还要面

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我们会继续认真努力加以解决。争取明年在各方面有更大的发展。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我院自去年成为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以来，我科承担了师资培训任务，并建立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及实习医生带教工作，按照相关要求，今年良好地开展了各项教学工作，到目前

为止，共有 20 名培训医及 28 名实习医生在我科进行了轮转，在血液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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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骨髓穿刺、活检、腰椎穿刺等操作方面给予了全面指导。规范了对培训医的出科考核，强化作息

管理制度，绝不流于形式，良好的督促了培训医的学习态度。我科三名高级职称人员完满参加了北

医口腔八年制大课授课，另有三名副高级职称医生参加了本年度留学生授课和北医八年制大课的试

讲，今年我科接收研究生一名。此外积极组织科室各级医师参与大内科举办的疑难病例讨论工作，

科内也定期（每周三）开展科内讲课，提高了医生的临床诊疗思路及教学水平。在科研方面，我科

今年投稿 2 篇（SCI）论著，并申请到深圳市科创委重点项目一项（30 万），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完

善现有 EB 病毒相关淋巴细胞肿瘤增殖性疾病的诊断和发病机制的研究。今年我科孙丽华副主任医

师到南方医科大学进修半年，提升业务水平。9 月份我科根据学科发展方向及特色，申报了 2016 年

深圳市“三名工程”引进高层次专科人才计划。 

 

北京积水潭医院 

1. 临床教学 

北京积水潭医院承担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部分八年制学生的临床教学工作。根据内科学教学大

纲，2016 年血液内科及检验科血液室共 5 名教师参与了 2012 级 3 班学生的内科学血液系统部分 16

学时的理论授课及双语教学工作，并在贫血及白血病的讲课过程中积极尝试基础理论和实验室检查

相融合的授课模式，由血液科和检验科两名教师互相补充，使传授的知识更加立体，易于掌握；在

淋巴瘤的授课中，我们采用了 CBL 的教学模式，与典型病例的结合使学生增强了对疾病的感性认识，

加强了学习效果。2016 年度血液科全体医师认真完成了北医 2011 级 3 班学生的血液内科生产实习

代带教和小讲课工作，全部同学考核合格。 

2. 继续教育及交流方面 

2016 年 4 月 22-24 日，暨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2016 积水潭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我科设立积水潭中法骨髓瘤论坛分会场，也是积水潭中法医学论坛的四个分会场之一。积水潭中法

骨髓瘤论坛得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院方的鼎力支持和法国博效基金会的大力帮助，邀请到了中法两

国血液学界的著名学者和专家团队，血液科携手骨科、神经科、放射科、病理科等多学科同行，与

国外同道一起共同就多发性骨髓瘤问题做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除外之外，北京积水潭医院血液科与脊柱科、骨肿瘤科、病理科、检验科、影像科等多个学科

多次联合举办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多学科交流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市继续教育项目及区县级继续

教育学习项目，并邀请国内专家发表精辟的演讲，对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疑难病例进行讨论，搭

建多学科医疗平台，开拓思路，提高认识水平。 

3. 科研工作 

基于北京积水潭医院强大的骨科特色，鲍立主任提出了血液科要致力于骨相关血液系统疾病的

发展目标，将工作和科研的重点首先放在多发性骨髓瘤、原发性骨淋巴瘤和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

增生症上，目前相关疾病临床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在院方的支持和各个兄弟科室的

积极协助下，血液科与骨肿瘤科、脊柱外科、病理科、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等建立了绿色通道，定

期进行多学科交流协作取长补短，并积极建立与其他兄弟医院血液科、检验科、病理科的联系，积

极参与血液学会议、讲座，加强交流与合作。目前我科正在研究的课题有：北京市自然基金一项：“趋

化因子受体 CXCR4 参与调控 MM 髓外病变的分子机制研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7162080）；复发难治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标准与个体化治疗模式研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牵头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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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医院合作扬帆计划临床技术创新项目）（项目编号 XMLX2015-2）；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应用

WB-DWI 技术评估骨病病情、化疗疗效及预后的前瞻性临床研究；腹腔内脂肪含量测定对于多发性

骨髓瘤患者化疗效果的预测价值；血液系统肿瘤化疗患者中脂质体阿霉素与普通阿霉素的心脏毒性

比较；细胞色素氧化酶基因多态性与硼替佐米耐药的相关性研究。2016 年血液科已发表论文 5 篇：

鲍立等《Superior myeloma response with bortezomib-based regimen in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with 

renal impairment》Int J Clin Exp Med 2016;9(3):6200-6209；鲍立等《硼替佐米周用药化疗方案治疗初

诊多发性骨髓瘤效果及安全性》中国医药 2016 年 2 月第 11 卷第 2 期；吴梦青等《多发性骨髓瘤复

发伴髓外病变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中国医药 2016 年 11 月第 11 卷第 11 期；褚彬等 《多发性

骨髓瘤骨病临床特点及监测骨代谢标志物的临床意义》中华医学杂志 2016 年 5 月 17 日第 96 卷第

18 期；房立娟等《48 例原发性骨淋巴瘤的临床及病理特点分析》中国医药 2016 年 7 月第 11 卷第 7

期；目前另有待发表论文 3 篇、其中包括一篇 SCI 已接受。 

 

卫生部北京医院 

一、SCI3 篇，核心期刊 7 篇 

二、2016 新立项课题： 

冯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三氧化二砷通过抑制 XPO1/survivin 信号通路诱导 CLL

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常乃柏，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重点），老年人不明原因贫血纵向队列研究及病因学探讨 

三、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 

1）老年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应用综合老年评估治疗治疗决策是前瞻性观察研究  注册号：

ChiCTR-OOC-16008695 

2）公司发起的临床试验 

作为分中心参与公司发起的临床试验 4 项 

四、教学工作： 

研究生教育：在研硕士研究生 3 名 

本科生教育：负责北医 8 年至 1 个班的大课 8 学时，负责所以血液科实习及见习。 

住院医规培：1 年接受规培医生 50 余人。 
 

北京世纪坛医院 

教学工作 

完成北医预防医学系血液病专科理论课教学课时 5 学时，见习课教学 18 学时。 

完成北医硕士研究生及住院医规培生临床教学教学若干（研究生授课至少 4 次，临床教学至少

每月一次，有时根据学生及教育处要求临时增加课时） 

科研工作 

完成论文 1 篇（核心期刊 1 篇）。 

参编专著一部：《大小网膜及肠系膜疾病》。待出版。 

院级课题资助共 4 万元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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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心医院 

一、临床治疗以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和血液科疾病治疗策略优化为重点，积极开展包括生物靶

向综合治疗在内的新医疗技术。至今为止已完成各类造血干细胞移植 335 余例，对复发难治白血病

及淋巴瘤的化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取得可喜成就，通过清肿瘤性个体化挽救性移植挽救了一大批高

危难治患者的生命，总生存达 70%以上。三年发表共计 17 篇文章。 

二、全年申报首都特色课题 1 项，院内课题 1 项，尚未获批。在研院内课题 3 项，参与 863 课

题 1 项。发表 2 篇核心期刊。 

三、全年承担本科理论大课课题 9 个，理论大课教师 4 名，完成生产实习小讲课 3 次 6 学时，

共接受 20 名生产实习学生，进行生产实习教学 2 周，完成理论大课教学 21 学时，实践教学 79 学时。

接受辽医及北医研究生轮转 7 名，接受一阶段规范化培训医生 12 名。 

四、举办市级学习班 1 项，全年在科室内组织业务学习培训共计 23 次 345 人次。科室承担院

级大内科巡诊 1 次；作为协助科室参与以上活动共计 4 次。年度 25 学分达标人数 81 人，达标率为

100%。接受学历教育（在职研究生除外）7 人。 

中日友好医院 

一、积极参与学系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 

参与国内外学者作为讲者的专题讲座 

参与疑难复杂病例讨论 

二、积极参与北医各种教学活动 

参与北医留学生班的临床教学 

参与北医基础医学系临床见习教学 

参与北医第一阶段考试阅卷和临床思维考试 

作为住院医生教学基地，参与基地医生和临床研究生的培养 

三、积极开展临床科研工作 

加强实验室建设 

已经完成 2 项国自然青年课题和 1 项院级课题 

发表 SCI 论文 4 篇： 

 

首都儿科血研所 

一、2016 年承担的教学工作内容： 

（一）北大医学部积水潭医院北医八年制学生儿科学血液系统疾病的课堂教学工作，根据北大

医学部临床教学大纲，主要教授内容小儿造血特点、小儿贫血的分类及发病机理、营养性缺铁性贫

血、营养性巨幼细胞性贫血、儿童白血病及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 

（二）北大医学部儿科学见习及生产实习教学工作，主要负责积水潭医院及卫生部北京医院八

年制医学生，民航总医院及北京航天中心医院五年制医学生的临床教学工作。指导实习医师学习并

掌握常见儿童血液病的诊疗常规。 

（三）北大医学部研究生培养工作，招收临床型儿科研究生。 

（四）承担北京市儿科住院医师定点规培工作，完成儿内科住院医师小儿血液及肿瘤疾病的临

床讲座及临床规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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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成北京市继续教育授课工作，包括承办北京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小儿血液/肿瘤学组学术

活动，该活动是北京市 2016 年继续教育注册学分项目。 

二、2016 年承担的临床科研内容： 

（一）继续承担吴阶平医学基金课题工作：难治复发性儿童郎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治疗，

对 BRAF V600E 基因检测并进行临床分析研究，针对该基因开展靶向治疗并进行临床观察研究。 

（二）申请吴阶平医学基金新研究项目，开展“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免疫耐受和免疫功

能重建的研究”。 

（三）开展儿童实体瘤靶向基因的研究，在难治性儿童实体瘤治疗中进行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 

（四）开展儿童先天性免疫缺陷病及遗传代谢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并成功完成了黏多糖

主机、异染脑白质营养不良、Wiskott-Aldrich 综合征的移植治疗。 

（五）开展改良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预处理及 GVHD 预防方案的临床研究，获得良好

的临床疗效。 

北京首钢医院 

（一）教学方面： 

1、我科承担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专业（留学生班）与医学英语专业的授课及见习工作，此外

还有西藏大学、山西医科大学、石家庄医专等学生的教学工作，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分工协作，我

们不但传授血液病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对患者的同情心、责任心，以及与患者家属的沟通能力、

相关的法律法规、医保政策等等。深受学生的赞同与认可。 

2、我科也承担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严格要求，认真把关，保质保量的完成住院

医手册要求的任务，使出科的住院医均能较好的掌握血液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思路及治疗方

法，均能熟练地完成骨穿、腰穿等操作。圆满的完成了血液科的培训工作。 

3、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生，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一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早交班会上小讲课，

大夫、护士，乃至轮转住院医、实习医生均可参与，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诊治

水平，还定期举办专题演讲、读书报告、病例讨论、多学科讨论会、各类判读等。 

4、结合所收病人病例和面临的疑难问题讲课，就会事半功倍。每周都会安排读书报告会，内容

基本上跟科室新收入的病人病情有关，主管大夫查文献，做 PPT，结合新病人讲解相关疾病的临床

表现、检查、治疗以及新进展，收获很大。 

5、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各院校组织的血液系统疾病的培训、学习。 

6、积极参加院里组织的各项比赛，如疑难病例演讲比赛、四大技能操作比赛、教案撰写、出题

试卷、病例评比等，我科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二）科研工作： 

1、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青年基金项目进行中 

EB 病毒感染相关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征与预后分析 

2、 参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黄晓军教授的课题：有关移植复发防治技术的推广项目。 

3、2016 年院内青年基金正在申请中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异常核型与临床预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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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工作计划 

完成第二届血液病学学系换届工作及学术活动。 

完成院内教学绩效要求（每人每年度 80 学时以上），完成医院及科室的各项常规教学任务；鼓

励教师多申请、参与医学部、院级教学研究项目，并撰写教学文章；加强各类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促进临床型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强化导师与研究生的联系及见面机制，定期进行临床工

作和科研进展的汇报；进一步提高团队式教学水平，为医学教育做出贡献。 

积极开展学系内部多中心临床研究协作，在感兴趣的领域和疾病中设计临床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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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医学学系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2016 年 5 月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获得医学部批准，经过近四个月的紧张筹备，于 9 月

3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影像学学系是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

院、肿瘤医院放射科为主体，联合其他北京大学所属临床医学院及教学医院相关教研室共同组成。

影像学学系成立后，各附属医院放射科室将在各个领域密切协作，全方位交流，以共同进步为目的，

团结携手，合作交流，促进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学科发展，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

才，带动各附属医院影像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在医疗工作方面，影像学系将定期召开疑难病例影

像会诊及技术咨询，制定标准化影像检查方案并对各系属科室进行指导；在教学工作方面，将在教

师培养、教材建设、人才选拔、统一招生和考试等诸多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在科研工作方面，将联

合开展相关课题，探索创新，互相促进，进一步完善各自的优势项目。现就 2016 年度学系工作进行

总结。 

一、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成立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举行 

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于 2016 年 9 月 3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

玉村教授，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医学部副主任王维民教授，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任委员徐克教

授，中华放射学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放射学会主任委员金征宇教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

放射学界的专家学者，与北医系统的 13 家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放射科同仁 130 余人出席了大会。

在成立大会上，感人至深的是聘任影像医学学系五位业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作为学系顾问，他们分

别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蒋学祥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杜湘珂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谢敬霞教

授、北京积水潭医院屈辉教授、北京医院周城教授。由影像医学学系首任主任洪楠教授和学系副主

任王霄英教授、袁慧书教授以及积水潭医学放射科主任程晓光教授、北京医学放射科主任陈敏教授

分别为五位前辈颁发顾问聘书。 

周纯武教授，金征宇教授，徐克教授先后从学科发展的专业角度致辞。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

记刘玉村教授肯定了各医院放射科同仁在影像医学学系建设筹备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希望我

们能够抓住机遇，相互协作，促进各附属医院放射专业学科建设，使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系医、

教、研水平更上一层楼。刘书记表示，北京大学医学部会继续支持和鼓励医学影像学系的建设与发

展，鼓励影像医学学系与大学本部不同的学科之间合作并有新的创新，  

上午十点，刘玉村书记、王维民副主任、徐克教授、金征宇教授、周纯武教授、洪楠教授上台

共同开启启动仪式，标志着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正式成立。 

随后，学系成立后的首届学术研讨会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放射科专家，同时在两个分会

场，进行了十五场学术研讨和演讲，受到了参会者的一致好评。 

二、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成立筹备会议 

在学系正式成立之前，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肿瘤医院放射科主任成

立核心工作组，指导学系成立筹备的相关工作进行，并对学系未来进行了规划，审议了工作计划，

并制定了工作目标。工作组会议共举行了三次，教学医院负责人会议举行了两次，确定了各教学医

院所承担的工作，达成未来进行医教研全面合作的共识，并确定了各教学医院的联络人。 

三、第十一届全国影像医学疑难百病论坛暨影像学系学术活动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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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4 日，第十一届全国影像医学疑难百病论坛暨影像学系学术活动在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热烈开幕，参会医师达三百余人，不仅包括了影像医学学系的成员，也包括了北京市各大医院

影像医师，以及部分专程出席的周边省市医生。大会邀请了北京市十四家医院影像科轮流展示各系

统精彩的疑难影像病例。各医院以一对一组的方式分析对方病例特征和进行影像诊断。病例精彩绝

伦，既有少见的疑难杂症，又有常见病的少见表现，让与会医师大开眼界，加之以现场互动发言和

竞猜的活泼形式，趣味十足，精彩纷呈。各医院专家巨擘在每一病例之后点评病例特点，点明诊断

思路，辨析影像学征象，分享诊断经验，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诊断与鉴别诊断

能力，积累了经验教训，大家深感大获裨益，不虚此行。放射科同仁通过这样一个学术交流平台，

齐聚一堂，彼此共同探讨，相互促进，更新知识，拓展思路。以后我们会邀请更多的医院加入，使

会议的内容更加丰富，使受众面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四、影像信息化及质量管理论坛暨影像学系系列学术活动在京举行 

影像信息化及质量管理论坛暨影像学系系列学术活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举行，面对受众主要为技师、工程师、网络督管员、影像科室信息化建设管理者及广大医师。与会

者超过二百人，现场气氛热烈。会议邀请了八家医院的十一位专家做了主题报告，内容覆盖：X 线、

CT、MRI 摄影质控、资源设想、技师管理与培训、信息化建设和管理者角色转变、放射科管理等各

个方面，并就剂量、质控、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获得了与会技师的欢

迎和赞扬。 

五、医学影像学系在医、教、研方面的合作 

学系的成立促进了各教学医院在医疗、教学、科研方面的密切合作。各医院密切交流，团结协

作，以共同进步为目的，促进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体系，并将培养一批德才兼备、具有创新能力

的高层次人才，以带动各附属医院影像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在医疗工作方面，影像学系定期召开

疑难病例影像会诊及技术咨询，制定标准化影像检查方案并对各系属科室进行指导。在教学工作方

面，将就教师培养、教材建设、人才选拔、统一招生和考试等诸多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在科研工作

方面，将蓬勃开展相关合作，集思广益，互相促进，进一步完善各自的优势项目，并突出北京大学

医学部影像学系的整体科研优势。 

六、已使用公众号和网络平台发布学系部分学术通知：之后还将进行病例的会诊、讨论及专家

介绍、专题讲座等。 

 

2017 年度工作计划 

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学系已于 2016 年 5 月获医学部批准成立，未来一年内，我们将以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及肿瘤医院影像科为主体，联合其他北京大学所属临床医学院

及教学医院相关教研室，整合临床、教学、科研优势，构建各临床教学单位交流平台，力争使北京

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系医、教、研水平均更上一层楼，成为全国影像医学领域的排头兵。具体工作

计划如下： 

第一季度（2017.1-2017.3） 

1、全面总结 2016 年度学系各项工作。 

2、全面评估学系优势资源，提出医、教、研、管理各方面合理化建议并构建交流平台，预计将

召开 3-4 次核心组会议及 1-2 次学系管理人员会议。 

3、讨论制定学系标志的可行性：为进一步增强学系的凝聚力，建议制作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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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的标志，在今后学术活动中统一使用。 

第二季度（2017.4-2017.6） 

1、拟联合举办 2017 年度研究生毕业及硕士、博士申请学位答辩主题科研月活动，具体包括汇

总论文题目、摘要、先进性评价等，发出答辩时间、地点的通知，鼓励大家参加和交流。 

2、规范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科生影像教学工作：讨论、完成影像医学临床阶段教学大纲的

增补工作，调整教学计划，并评价之前的教学成果。 

3、配合医学部规范医学影像系研究生教学工作：讨论、完成教学大纲的增补修改，对各医院授

课教师及教学内容进行评定，统一实施培养方案。 

4、继续教育工作：教学对象为各教学医院的住院医师、基地医师、进修医师，制定并完善规范

化培养计划，整合教学资源，使用公众号和微信号发布疑难病例，共享学习方案，专家点评，参与

讨论。 

5、加强影像医学学科建设：继续加强学科教材改革与建设，加强学科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发展；

汇总各教研室在教学改革与研究中的经验。  

第三季度（2017.7-2017.9） 

1、继续举办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学系论坛：在每季度不定期举行的疑难病例讨论会基础上举行。

论坛将邀请著名专家就讨论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并以病例为引导，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归纳总结，

拓展医生的知识领域，实现共同进步。同时促进标准化检查及阅片程序的进行，整体提高了学系的

学科发展水平。 

2、坚持举办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学系教学系列讲座：加强各附属医院与教学医院影像科各亚专

业的联合，公布北大医院、人民医院、三院以及肿瘤医院等医院的常规教学课程表、科内专题及疑

难病例讨论时间表，欢迎学系成员参加三级医院的教学课程，达到规范临床、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

的目的。 

3、定期开展科研工作总结、拟统一进行科研博士开题报告会：开展多中心科研协作和交流，申

请高级别基金，提升整体学科发展水平。 

第四季度（2017.10-2017.12） 

1、开展信息化建设主题月活动：加强信息化、标准化及网络化建设，通过建立和维护、使用微

信号、公众号发布医、教、研相关信息及学术活动通知，号召大家投送稿件，提高学系的整体影响

力。 

2、开展促进技术、设备发展主题月活动：各医院影像中心和放射科的组成都包括有技师、护师、

网络人员，在医师获得全方位提升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他们的作用和成长。因此我们将召开相关

学术活动，对包括放射剂量控制、放射科工作流程、摄片质量控制等相关专题进行介绍、交流和讨

论，并拟申请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3、开展中青年科研骨干人才的定期交流：通过举办沙龙等相关学术活动，促进各教学医院放射

科中青年科研人才的交流和成长。 

 

总之，我们希望以成立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学系为契机，促进各附属医院放射专业学科建设，

构建一个平台，使大家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在学习中各自成长，在讨论中彼此启发，在实践中共同

进步。力争使北京大学医学部影像医学系医、教、研水平均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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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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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学系一览表 

（更新至 2017 年 2 月） 

序号 学系名称 成立时间 本届任期起始时间 现任学系主任 主任所在单位 

1 核医学学系 2005.1.1 2013.4.1（第四届） 王荣福 北大医院 

2 传染病学学系 2005.1.1 2016.4.15（第五届） 
王勤环（名誉主任） 

徐小元 
北大医院 

3 妇产科学学系 2005.1.1 2015.10.1（第四届） 
魏丽惠（名誉主任） 

杨慧霞 
北大医院 

4 皮肤与性病学学系 2005.6.1 2015.6.15（第三届） 张春雷 北医三院 

5 儿科学学系 2005.6.1 2016.1.1（第二届） 姜玉武 北大医院 

6 医学检验学学系 2005.6.1 2016.3.1（第三届） 王辉 人民医院 

7 眼科学学系 2005.10.1 2010.1.1（第三届） 
曹安民（名誉主任） 

马志中 
北医三院 

8 麻醉学学系 2006.6.1 2015.10.1（第三届） 郭向阳 北医三院 

9 肾脏病学学系 2006.6.1 2015.5.11（第二届） 赵明辉 北大医院 

10 神经病学学系 2009.11.1 2014.4.1（第二届） 樊东升 北医三院 

11 重症医学学系 2009.11.1 2013.12.20（第二届） 安友仲 人民医院 

12 普通外科学学系 2010.7.1 ---- 冷希圣 人民医院 

13 心血管外科学学系 2010.9.15 2013.9.15（第二届） 万峰 北医三院 

14 中西医结合学学系 2010.9.15 2013.9.15（第二届） 韩晶岩 基础医学院 

15 心血管内科学学系 2010.12.10 2014.7.7（第二届） 霍勇 北大医院 

16 全科医学学系 2011.5.15 2016.7.5（第三届） 
郑家强（名誉主任） 

迟春花 
北大医院 

17 风湿免疫学学系 2011.7.1 2014.12.20（第二届） 栗占国 人民医院 

18 放射肿瘤学学系 2012.2.9 2015.11.4（第二届） 王俊杰 北医三院 

19 胸外科学学系 2012.4.1 2016.12.28（第二届） 李简 北大医院 

20 血液病学学系 2013.4.1 2016.11.2（第二届） 
黄晓军（名誉主任）

常英军 
人民医院 

21 影像医学学系 2016.4.1 ---- 洪楠 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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